
第五章  研究發現 
 

質的研究的實際操作策略，可分成研究設計、資料蒐集及資料分

析(江明修，1997：101)。本章擬依據第四章研究設計及已蒐集之初

級及次級資料，以受訪者意見及可得之數據及法規進行資料分析；另

者，為免過於冗長，本章將受訪四個非營利組織分別簡稱為喜憨兒基

金會、愛盲基金會、伊甸基金會及陽光基金會。以下茲從募款議題、

組織使命及部門互動三個面向加以分析。 

 

 

第一節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的募款議題 

非營利組織募款方式包含捐贈、捐助及贈與，其來源包含個人、

政府、企業、及其他基金會。本節擬探討非營利組織從事營利行為後，

對於募款是否會造成影響。 

 

壹、政府補助方面 

長久以來，政府補助一直是非營利組織重要的資金來源，然而，

在非營利組織產業化趨勢下，政府補助是否會受到影響，是相當值得

關注的重點。以下茲從政府補助的來源、經費變化、及租稅優惠等三

個角度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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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來源 

（一）資料分析 

就政府補助而言，中央政府以專案補助為主，而縣市政府主要來

源為勞政系統（勞工局）補助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其中以台北市

補助經費最高。 

 

就政府補助部分，來自勞政系統的補助（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呈現出地

域性的差別，台北與高雄所獲得的補助就不同。因為在台北登記的企業最

多，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所罰的罰款也多，所以，台北的補助原則較為

開放，明顯地也比高雄與新竹來的多；至於內政部的補助，係以專案的方

式依規定申請補助，無地域性的差別。至於政府補助的來源，大體可分為

內政部、教育部、勞委會、青輔會、教育部等。（喜 2） 

 

各團體在向政府申請補助部分是切割的，如文教團體向教育部申請補助、

社福團體向內政部、技職訓練則屬於勞委會（或勞工局）。成立「愛盲護康

按摩中心」是屬於技職訓練的開發，原則上是向勞工局申請專案經費補助，

但這與基金會的經費來源並不衝突。（愛 2） 

 

就政府補助部分，主要來源為內政部社會司及兒童局、勞委會職訓局、青

輔會（志工部分）、教育部（特殊教育）及外交部（NGO 中心）等。（伊 2） 

 

以 2002 年為例，政府補助大概佔總收入 33﹪－35﹪，其中有 70﹪是來自台

北市勞工局，其次依序為內政部、教育部及縣市政府（勞工局等）。（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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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驗證 

從主管機關（內政部社會司）的角度，其關切者為基金會的收支

是否能平衡，對於它的收入來源則不會加以干涉，端視基金會本身的

定位而定。 

 

各基金會的收入來源，不外乎是捐款、基金孳息、政府補助及營收行為等

幾類。以社福基金會而言，依賴營收行為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基金會，其實

很少，大部分都來自於捐款比較多。以我們主管機關的立場，只看基金會

的收支是否能平衡，對於它的收入來源不會加以干涉。因此，基金會的收

入來源究竟其比例如何分配較適當，我認為這應就基金會自己本身的定位

為何而定。（內 1） 

 

（三）研究發現 

從以上受訪資料可以發現： 

1. 政府補助的來源包含中央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係以專案的方式申

請補助，較無地域性的差別；而地方政府的補助主要來自於勞政系

統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或公辦民營方式承接政府業務。 

2. 政府並不會因為非營利組織從事營利行為而影響對其的補助。 

 

二、經費變化 

（一）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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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從事營利行為後，政府補助經費的變化，此問題回答相當分

歧。喜憨兒基金會認為難以評估，伊甸基金會認為呈現逐年增加趨

勢，而陽光基金會則認為尚在合理範圍內。 

 

其實基金會一開始即設定以經營商店的方式提供服務，故較難以比較從事

營利行為前後的差別。•••政府補助在 2000 年至 2002 年約佔基金會總收

入 20﹪左右，財報的專案補助指政府補助。（喜 2） 

 

有關基金會收入目標設定，是以「三三三」政策為原則，即 1/3 來自政府補

助、1/3 來自大眾捐款、1/3 來自事業行為。但以 2001 年來看，政府部門補

助即佔了約 53﹪、捐贈收入約 25﹪營利收入約 11﹪、義賣收入約 5﹪，與

設定目標仍有差距。•••政府補助近幾年來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原因

係承接政府的專案補助，以 2002 年為例，約有 300-400 個政府補助專案及

以公辦民營方式承接政府業務。然而，政府的補助亦存有不穩定性，無法

掌握是否年年都可得到政府相同的資源，因此，基金會未來仍致力希望能

回歸「三三三」政策。（伊 2） 

 

其實，在陽光我們比較 care 的是大眾捐款這一部分，事業體的經營在我們

內部並不把它定位增加基金會營收來源的主要項目，在我們的 mission 裡，

收入理想化的比例為 50﹪來自大眾捐款，25﹪來自自營收入（包括事業體

的經營、基金孳息、投資收益及輔具銷售收入等），25﹪來自政府補助。這

幾年一直在這比例的合理範圍內，從財務報表來看也是如此。（陽 2） 

 

（二）資料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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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基金會受訪資料顯示，除伊甸基金會認為政府補助呈現逐

年增加的趨勢外，其餘並無明顯證據支持；主管機關則認為，依據「內

政部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業要點」，政府補助金額的多寡，是以

基金會所提出的計畫來核定，與基金會的營利收入並無直接關係。 

 

對於基金會的補助，原則上內政部訂有「內政部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

業要點」，其補助金額的多寡，是以基金會所提出的計畫來核定，與基金會

本身的收入並無關係。我們補助最主要是針對方案來補助，而這些方案其

實也就是各個基金會協助內政部來推展社會福利工作。此外，因為近幾年

經濟景氣低迷，政府為了協助基金會的運作，也修正了獎助作業要點，將

原本向內政部申請補助，基金會需有 30％的自籌款比例，從 2003 年起，降

低為 20％。嚴格來講，政府的補助與基金會的營利收入並無直接關係，只

能說假如基金會它的營利收入減少，自籌款籌措的能力也會降低，相對地，

提出方案的申請能力也較弱。(內 2) 

 

另者，依據喜憨兒基金會所提供的財報資料，雖然政府補助佔喜

憨兒基金會總收入大約在 1/5 左右，但政府補助金額則呈現增加的趨

勢，以 2000 年及 2001 年加以比較，共增加 12,062,626 元（如表 5-1）。 

表 5-1  喜憨兒基金會 1999－2001 年收入分析表 

2001 2000 1999 年度 

科目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社會福利事業收入 74,961,046 50.71 60,129,584 53.23 － 52.01 

捐助收入 36,753,297 24.86 30,554,696 27.05 － 22.26 

政府專案補助 32,408,829 21.92 20,346,203 18.01 －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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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1,635,119 1.11 1,174,499 1.04 － 0.59 

義賣收入 1,744,342 1.18 749,851 0.66 － 1.72 

民間補助 － － － － － 2.82 

其他收入 325,839 0.22 11,700 0.01 － 0.30 

合計 147,828,472 100 112,966,533 100 －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若將 2000 年及 2001 年社會福利事業收入及政府補助加以比較，

則可以發現兩者間正向關聯（如圖 5-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00,000,000

����
���� 60,129,584 74,961,046

����
20,346,203 32,408,829

2000 2001

 

社會福利事業收
入

政府補助

圖 5-1 喜憨兒基金會社會福利事業收入與政府專案補助比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再者，若依伊甸基金會所提供財務報表，觀察 1998 年至 2001 年

補助收入可以發現，政府補助亦逐年呈現增長趨勢，2001 年即高達

57,713,851 元
1
（如表 5-2）。 

 

                                                 
1 在此數據與訪談資料有差距，伊甸基金會受訪者認為 2001 年政府補助收入約 53％，其數據應

該是包含委辦收入及補助收入。然而，本研究認為，委辦收入與政府補助性質並不相同，故不宜

視為政府補助項目，故本研究對於政府補助採取較為嚴格的界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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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伊甸基金會 1998－2001 年收入分析表 

2001 2000 1999 1998 年度 

科目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銷貨收入 64,645,660 11.0 52,233,536 9.6 35,440,575 10.3 33,446,444 12.7 

捐贈收入 147,843,544 25.1 149,631,967 27.4 127,670,416 37.0 134,611,359 51.3 

義賣收入 29,945,175 5.1 33,293,849 6.1 25,570,722 7.4 25,642,434 9.8 

委辦收入 253,184,715 43.0 240,416,721 44.1 107,606,789 31.2 46,826,689 17.8 

補助收入 57,713,851 9.8 39,227,119 7.2 24,958,463 7.2 7,841,953 3.0 

服務收入 16,362,777 2.8 13,319,849 2.4 9,029,179 2.6 6,608,266 2.5 

回轉短期

投資跌價

損失 

2,735,473 0.5 －  －  －  

其他收入 17,016,094 2.9 17,468,018 3.2 14,792,900 4.3 7,647,763 2.9 

合計 589,447,289 100 545,591,059 100 345,069,044 100 262,624,908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若將 1998 年至 2001 年銷貨收入及補助收入加以比較，則可以發

現兩者間亦呈現正向關聯（如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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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伊甸基金會銷貨收入與補助收入比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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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發現 

從上述受訪資料及次級資料可以發現： 

對於從事營利行為後，政府補助經費的變化，雖然受訪者意見相

當分歧，然而依據主管機關及喜憨兒基金會與伊甸基金會財務報表顯

示，實際上，政府補助並不會不因基金會的營利收入而減少，反而呈

現逐年增長的趨勢，故非營利組織產業化收入與政府補助間係呈現正

向關聯。 

 

三、租稅優惠 

（一）資料分析 

對於非營利組織營利行為，目前並無任何租稅優惠，大部分仍須

開立統一發票並申報營業稅。 

 

至於在政府租稅是否有優惠減免部分，並無任何優惠措施。（愛 2） 

 

至於在政府租稅是否有優惠減免部分，依規定只要是從事營利行為，就需

開立統一發票、繳交營業稅等，這部分並無任何優惠措施；至於義賣部分，

不視為營收行為，而是以開立收據方式處理。（伊 2） 

 

基金會的事業體營運收入，皆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繳納 5﹪營業稅，並未

有相關優惠；至於輔具收入部分，則類似服務材料的收費，並不把它視為

事業體，只是開立收據，沒有報稅上的問題。（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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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驗證 

從上述受訪資顯示，目前對於非營利組織營利行為並無租稅減免

等優惠措施，對此，主管機關則持贊成給予租稅減免的立場，因為若

給予租稅減免，將可提升基金會從事目的事業的能力。 

 
有關租稅減免部分，是由財稅單位主政，財政部對此訂有相關的規定，以

社政單位（社會司）的立場，我們是贊成給予基金會租稅減免，因為基金

會如果有營利行為，所得的利潤應回歸到它的目的事業，且其所得亦應用

於從事社會福利事業。因此，假如給予租稅減免，基金會從事目的事業的

能力就會提高，故以社政主管機關的立場，是贊同給予基金會的產業化行

為予以租稅減免。(內 3) 

 

與非營利組織營利行為租稅有關之主要法規為「加值型及非加值

型營業稅法」。營業行為依該法第 1條即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

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

業稅」；該法第 6 條第 2 款則規定：「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

團體、組織，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者」，得依第 28 條向主管稽徵機關申

請營業登記，即非營利組織從事產業化活動視為營業人。再者，依據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2 款規定：左列貨物或勞務免

徵營業稅：「依法組織之慈善救濟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

演，其收入除支付標售、義賣及義演之必要費用外，全部供作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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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之用者。」故依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非營利組織

從事營利行為仍應予以課稅。 

若檢視伊甸基金會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其營利行為大部分依據加

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課徵相關的營業稅（5％），並開立統一發

票；至部分營業行為的「核定課稅」，適用第 8條第 12 款規定之小規

模或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人，開立收據但仍予以課稅；而義賣及及開

立以伊甸基金會為抬頭的收據（如南投環保餐具包），則免課稅（如

表 5-3）。 

表 5-3  伊甸基金會有營業收入的部門單位一覽表 

部門名稱 開立

發票 

開立

收據 

業務性質 

資訊事業中心 ˇ  打字 

公益行銷中心 ˇ  銷售身心障礙同胞所製作的商品 

慈惠庇護工場 ˇ  輪椅組裝 

南投 921 庇護工場 ˇ  輪椅及其周邊商品 

宜蘭服務中心或宜蘭庇護

工場 

ˇ  運動公園食品販賣、庇護工場 

桃園服務中心 ˇ  銷售身心障礙同胞所製作的商品 

高雄服務中心 ˇ  銷售身心障礙同胞所製作的商品 

台中縣潭子庇護工場 ˇ  食品、點心等 

喜樂視障中心 ˇ  按摩服務 

雙福資源部 ˇ  舊衣回收、環保餐具等 

附設企業部迦南美食園  ˇ 食品、點心等 

基隆市服務中心自強商店  ˇ 洗衣 

 ˇ* 環保餐具包（免課稅） 南投服務中心 

 ˇ 便當屋、按摩屋 

愛伊屋  ˇ 咖啡、食品等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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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發現 

從上述受訪資料及次級資料可以發現： 

1. 對於非營利組織營利行為我國並無租稅減免等優惠措施，而主管機

關則支持租稅減免的立場。 

2. 非營利組織營利行為租稅主要規範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至於課稅規範可以分成三大類：即開立統一發票、開立收據

及免稅。 

3. 義賣必須開立收據，但無須課稅。然而，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法第 8條第 12 款規定，雖開立收據仍應予以課稅，故開立收據

無法成為評價是否為營利行為之依據。 

 

貳、個人捐贈方面 

個人捐贈是非營利組織最主要的募款來源，以下茲從個人捐贈比

例，分析產業化對個人捐贈之影響。 

 

（一）資料分析 

產業化對個人捐贈之影響，可由個人捐贈比例的變化來加以分

析，而基金會在從事營利的商業活動之後，民眾個人捐款似乎並未受

到太大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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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捐助則是來自大眾與企業的捐助，其中每年大概有 50-60﹪來自花旗認同

卡。（喜 2） 

民眾個人捐款僅約佔本會收入 10-15％，故對基金會影響並不大。（喜 3） 

 

基金會的收入來源，以 2002 年來看，最主要為政府部門（約 20﹪）、小額

捐款約 70﹪、義賣約 5-8﹪，餘為企業捐款。基金會目前最主要的收入仍

以小額捐款（200-300 元累積）為主。（愛 3） 

 

在大眾捐款部分，1997 年至 2001 年分別佔總收入的 47.6﹪、51.3﹪、37﹪、

27﹪、25﹪，呈現逐年降低的情況，其理由有可能是因為 921 地震及經濟不

景氣因素產生資源排擠效應，但就捐贈收入的總金額來看，並沒有大幅的

減少，反而呈現增加的情況。（伊 3） 

 

民眾的捐款一直是我們最 care 的，我們將大眾捐款的目標訂在 50﹪，在此

基調下，涉及到 NPO 要用什麼樣的形式去呈現組織與社會的關係。假設一

個 NPO 它的自營收入佔 80﹪，而政府補助與大眾捐款各為 10﹪，則它吸引

的對象將比較多是消費者，我們相信這將降低 NPO 與社會大眾及公益的連

結的機會。基於我們對 NPO 的認知是與社會互動的關係，所以並不全以基

於交易的方式去與社會大眾連結，我們認為民眾捐款對 NPO 而言，是交換

而非交易，而交易只是為了達到 training 的效果與手段，我們比較喜歡與社

會溝通及互動，是人與人之間基於慈善公益目的的互動。事實上，我們比

較喜歡小額捐款，所以不斷努力去提昇它的比例，每一筆小額捐款可以使

組織與社會大眾的連結更為密切，這是 NPO 在關心 client 外，另一個需關

心的層面；此外，小額捐款也帶來另一個好處，那就是募款成本低，但相

對地組織的規模也較其他基金會來的小。（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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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驗證 

從上述資料顯示，受訪者皆認為個人捐贈是非營利組織最重要的

募款來源。以喜憨兒基金會為例，其捐助收入包含花旗認同卡佔

（50-60％）、個人捐贈（10-15%），及企業捐助。本研究為驗證產業

化與個人捐贈間的關係，茲以 2000年及 2001 年資料為例（見表 5-1），

假設以 15％做為個人捐贈在捐助收入中之比例，據以分析兩者間之

關係。從圖 5-3 可以發現，相對於 2000 年，2001 年個人捐贈微幅上

升，然而比例並不似產業化收入（社會福利事業收入）那麼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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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事業

收入

個人捐贈

圖 5-3  喜憨兒基金會產業化與個人捐贈比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以伊甸基金會 1998 年至 2001 年資料為例（見表 5-2），自 1999

年開始，產業化收入（銷貨收入）呈現微幅上揚趨勢，但捐贈收入在

2000 年至 2001 年間則呈現微幅下滑變動，故無法判斷兩者間之關

係，但個人捐贈金額仍舊遠高於銷售收入（如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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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伊甸基金會銷貨收入與捐贈收入比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若以陽光基金會 1996 年至 2001 年資料為例（如表 5-4），其產

業化收入（事業體淨利比例）逐漸下降，而捐款比例雖有波動，但仍

維持相當高的比例，從趨勢圖可以推論，產業化收入與個人捐贈間並

無顯著關聯（如圖 5-5）。 

 

表 5-4 陽光基金會事業體淨利與捐款比例一覽表 

年代 

比例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事業體淨利占收入 10% 13% 8% 5% 3% 2% 

捐款 69% 60% 55% 45% 50% 5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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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陽光基金會事業體淨利與捐款比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三）研究發現 

從上述受訪資料及次級資料可以發現： 

1. 產業化收入無論呈現逐年上揚或下降趨勢，其與個人捐贈之間並無

顯著關聯。 

2. 對基金會而言，捐贈收入之重要性遠高於產業化收入。 

3. 個人捐贈並不會因非營利組織產業化而減少。 

 

參、企業與其他 NPO 贈與方面 

一、贈與來源 

（一）資料分析 

企業贈與方式相當多，義賣與發行認同卡是最常見的方式，而

其他 NPO 的贈與主要為聯合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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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動收入方面，則是指與企業合作，透過義賣活動的方式來進行，既不

以福利商店方式開立統一發票，亦非直接捐款。如去年聖誕節與 Motorola

公司合作，該公司購買餅乾，到活動會場義賣，這一部分依規定，慈善救

濟團體義賣貨物或舉辦義演，其取得的代價含有捐贈收入性質，得不視為

「銷售貨物或勞務」，自然不必開立統一發票。（喜 2） 

 

NPO 的補助為聯合勸募，以申請的方式，一年大概可申請一個人的人事費

用（約 38 至 39 萬元）。（喜 2） 

 

在與 NPO 合作方面，與錸德文教基金會合作亦可算是，雖然該基金會是透

過企業的捐贈，但也是一個 NPO 組織。（喜 4） 

 

近年來，隨著利率的降低，基金的孳息變得很微薄，基金會的企業捐贈相

較其他基金會比較起來普遍偏低（大都是中小企業捐助），義賣佔基金會的

總收入也不高，相對的，這部分也突顯出基金會在義賣及企業捐助上還有

努力的空間，惟義賣隨著整個政經環境的改變，回收亦沒前幾年來的好，

因此現在許多公益團體不太敢義賣。（愛 4） 

 

在企業捐贈方面，因納入大眾捐款計算，並未做明顯的區隔。企業與伊甸

的合作很多是以義賣的方式來呈現，例如，與如新（NU Skin）合作義賣卡

片，德恩耐（Day & Night）義賣牙刷，及鎮金店合作發行 VIP 認同卡、擔

任認養兒童的「愛心爸媽」等等。（伊 4） 

 

在企業部分，陽光並沒有特定合作的企業，這幾年來有跟安麗（Amway）

公司合作，辦理義賣合作，以透過義賣的方式來達成捐款的目的。跟安麗

合作是較明顯的個案。(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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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驗證 

除花旗銀行直接撥付喜憨兒認同卡刷卡金額 0.275％給喜憨兒基

金會及企業提供勞務機會外，義賣是企業與基金會合作的重要途徑。

以喜憨兒基金會為例，相較於 2000 年，2001 年義賣金額雖大幅成長

將近 100 萬元，然而，佔總收入比例也僅 1.18％（見表 5-1）。 

 

（三）研究發現 

義賣是非營利組織與企業合作最常見的途徑，至於其他基金會贈

與主要為聯合勸募，但比例並不高。 

 

二、經費變化 

（一） 資料分析 

企業常透過成立基金會方式，以行銷及公關角度贊助資金。 

 

事實上仍舊有增加，例如，花旗基金會在高雄看到我們第一間烘焙屋的成

立，覺得我們是值得贊助的，1997 年第一筆 10 萬美元贊助我們在高雄新光

三越成立第二個點，因為花旗基金會是屬於全球性的，透過 United Way 的

推介，在 5 個公益團體中選擇贊助我們，花旗台灣公關部進而思考可以發

行第一張喜憨兒花旗認同卡。但以行銷及公關等角度來看，若喜憨兒只侷

限於南部，太難去增加其知名度，因此花旗 push 基金會北上，協助我們設

點，並提供新台幣 500 萬元無息貸款幫助我們開店，因為花旗內部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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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企劃等部門人員的幫忙，得以在台北順利開店。花旗在 promote 烘焙

屋的同時，也 promote 了自己，但喜憨兒可在台北順利發展，可說是搭了花

旗的便車。至於在新竹開店，也比我們原先的構想來得快，錸德科技因為

需於夜間提供員工餐點的需要，透過錸德文教基金會提供一筆資金（350 萬

元）給我們設點，並幫忙物色場地，我們在新竹順利開了第一家店。但從

經驗來看，在一個地方只開一家店，一定不敷營運成本，因此我們在新竹

市又開了一家餐廳，並有一個向當地社會局登記立案的據點。其實企業的

主動提供資源助我們一臂之力，相對地使我們能再做更多的投入去設點，

這可說是一種互為雙贏的關係。（喜 4） 

 

大體而言，企業捐款大概只佔基金會收入 10﹪，我們固定會在每年年底把

明年的 proposal 提供常跟我們合作的廠商或曾捐款的企業參考，如果他們覺

得基金會的活動不錯，就會與我們配合。(陽 4) 

 

（二）資料驗證 

以喜憨兒基金會為例，喜憨兒認同卡每一筆刷卡消費，花旗銀行

就將會提撥其中的 0.275 %捐給喜憨兒基金會。如前曾提及，在 1999

年至 2001 年財務報表中，喜憨兒捐助收入包含來自大眾與企業的捐

助，其中每年大概有 50-60﹪來自花旗喜憨兒認同卡，為利於分析營

利收入與企業捐助間之關係，故假設花旗喜憨兒認同卡贈與比例為

50％，藉以探討營利收入與企業贈與之間的關係。以 2000 年及 2001

年為例，社會福利事業收入與花旗喜憨兒認同卡之間同樣微幅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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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呈現正向關係（如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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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喜憨兒基金會產業化與企業贈與比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三）研究發現 

除喜憨兒基金會外，多數基金會並未明顯感受到，產業化對企業

與其他非營利組織贈與有何影響。 

 

 

 

 

 

 

 

 

 

 114 



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的組織使命 

 

壹、目標達成方面 

一、案主獲益程度 

非營利組織最重要的使命在於讓案主獲得最佳的利益，亦即案主

權利優先原則，故案主獲益程度就成為檢驗非營利組織目標達成之最

佳指標。 

（一）資料分析 

基金會大多認為，產業化將有助於案主獲得更大的益處，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讓受助者重回職場。 

 

我認為這個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喜憨兒成立宗旨為「終生照顧、終生教育」，

透過這種方式，在資源的取得與整合上是有所助益的，並而擴大我們的服

務對象。但前提是要有永續經營的概念，假如開一家店之後便倒一家店，

則將產生負面的影響，如在經營是有效益的前提下，對於我們擴展服務的

對象與服務的品質都將有所提昇。以目前而言，我們有 15 個工作站，從開

始一家店一年大概服務 10 幾個人到現在每年近 200 人，這就是一個很具體

的數字。（喜 5） 

 

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之一，即為培養視障者獨立自主的人格與技能，協助成

立「愛盲護康按摩中心」，當然與基金會的組織目標有密切的關係。但護康

中心一開始的設定就不是庇護工場，而是一營利單位，因此中心目前的營

運與基金會是切割的，中心整個營運計畫都是其內部人員自行擬訂，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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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影響，護康中心偏重的是一個職場，而目前基金會除積極開發視障

朋友使用的盲用電腦外（目前盲用電腦為 DOS，而非 Windows，造成視障

朋友溝通上有形及無形的落差，網際網路的開發建置將可提供視障者學

習、人際關係等各方面的效益），並推廣「白手杖」等服務方案（為全世界

視障朋友共同的語言，幫助其達成行動自主、生活自理的目標）。（愛 5） 

 

伊甸的成立宗旨為「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所屬的庇護工場每年訓練

人次約 10,000 人，基金會福利產業化的結果，除使身心障礙朋友能自立更

生外，對於促進身障朋友回歸主流就業市場應是有所助益。（伊 5） 

 

陽光成立的宗旨是希望藉由社會關懷的力量與專業服務，共同為傷友們提

供完整的身心重建服務，協助顏面損傷及燒傷的朋友，走過傷後艱辛且漫

長的重建過程。（陽 5） 

 

（二）資料驗證 

驗證產業化與組織使命關係性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經費運用的

狀況，換言之，營利收益是否依照組織宗旨，真正用於其所服務的對

象。以喜憨兒基金會 2000－2001 年財務支出為例，在 2001 年，其支

出用於專業服務共計佔總支出之 43％，2000 年亦達 33.29％（如表

5-5）。 

表 5-5  喜憨兒基金會 2000－2001 年支出分析表 

2001 2000 年度 

科目 金額 ％ 金額 ％ 

社會福利事業支出 57,480,468 43.36 40,324,000 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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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服務費用 18,005,584 13.58 9,580,000 8.65 

教養服務費用 13,111,814 9.89 8,587,000 7.75 

就業輔導費用 5,312,504 4.01 5,250,000 4.74 

學員獎勵金 9,480,946 7.15 5,100,000 4.61 

社工輔導暨成長活動 9,254,588 6.98 6,850,000 6.19 

專

業 

服

務 

臨托服務費用 1,842,930 1.39 1,495,320 1.35 

小計 57,008,366 43 36,862,320 33.29 

行政管理費用 3,579,951 2.70 2,954,623 2.67 

提撥成立全國性基金會 － － 22,000,000 19.87 

事業開發費用 10,407,697 7.85 5,400,000 4.87 

公眾溝通費用 4,100,000 3.09 3,200,000 2.89 

合計 132,576,482 100 110,740,943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若從 2000 年及 2001 年專業服務與總支出趨勢圖發現，兩者間呈

現正向關聯（如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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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喜憨兒基金會 2000-2001 年專業服務支出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另者，若以伊甸基金會 1998 年至 2001 年資料為例，其支出與宗

旨相關性較高者為扶助支出（包含扶助費及贊助支出），雖然金額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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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但其佔總支出之比例並不高，如 2001 年僅 3.2％（如表 5-6）。 

表 5-6  伊甸基金會 1998－2001 年支出分析表 

2001 2000 1999 1998 年度 

科目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義賣及銷

貨成本 

30,298,234 5.9 32,055,653 7 24,164,197 7.7 24,107,753 10.8 

委辦支出 253,184,715 49.4 240,416,721 52.9 107,606,789 34.4 46,826,689 21.1 

人事費 133,915,040 26.1 111,914,027 24.6 96,514,881 30.8 86,913,726 39.1 

保險費 18,508,181 3.6 15,757,959 3.5 12,074,955 3.9 9,516,837 4.3 

扶助支出 16,351,346 3.2 12,824,836 2.8 9,939,970 3.2 9,955,775 4.5 

業務費 38,920,021 7.6 20,425,260 4.5 54,695,797 17.5 37,568,046 16.9 

折舊及攤

銷 

21,405,687 4.2 12,888,112 2.8 8,040,737 2.6 7,118,700 3.2 

其他支出 －  0 8,409,939 1.8 － 0 213,833 0.1 

合計 512,583,224 100 454,692,507 100 313,037,326 100 222,221,359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若比較 1998 年至 2001 年，伊甸基金會扶助支出與總支出之趨勢

圖可以發現，兩者之間並無顯著關聯（如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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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伊甸基金會 1998-2001 年扶助支出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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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府主管機關則持肯定的態度，非營利組織從事商業活動須有

助基金會其目的事業的達成。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我們贊成並鼓勵基金會從事營利性商業活動，但我們

希望這個商業活動是有助基金會其目的事業的達成，且兩者間需具有關係

性。像喜憨兒烘焙屋就是由它們輔導的身心障礙者來從事烘培工作；陽光

洗車中心也是由其輔導的案主來從事洗車工作。如此一來，除給予他們就

業訓練，幫助案主成長外，也使其能回歸就業市場。（內 4） 

 

（三）研究發現 

上述機構除愛盲基金會輔導成立之「愛盲護康按摩中心」為公司

外，其餘三個基金會皆依身心障礙保護法第 58 條第 3 款成立「庇護

工場」，其主要目的並非營利，而是透過營利手段提供案主教育訓練，

使其未來能夠回歸就業市場。 

 

二、社會形象 

（一）訪談資料 

基金會相當重視整體形象與社會評價，希望產業化除能提供案主

教育訓練與就業機會外，更希望建立案主的工作尊嚴。 

 

這對於喜憨兒整體形象，能受到社會的重視與接納的情況下，幫喜憨兒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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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使他們能回到就業市場也比較順利。整體來說，喜憨兒是個庇護性

職場，它提供訓練使憨兒回到就業市場，經過對憨兒進行一定期限的訓練

後，透過支持性就業服務系統幫他們找到工作，然後也陸續再接進新的個

案。（喜 5） 

 

目前陽光所屬的庇護工場大概一年提供 120 人次訓練及就業的機會，如「陽

光洗車中心」和平站提供八類別的身心障礙朋友工作技能訓練與直接就業

機會，建立身心障礙朋友工作尊嚴；北新站更採取附設於加油站複合經營

模式，擴展他們的就業空間，不僅為「需要照顧」的朋友努力，更為「需

要發展」的朋友鋪路；至於捷運販賣店，傷友經過復健狀況、性向評估與

職業評量，進行就業訓練重新適應社會。設立以上的庇護工場與我們的組

織目標是契合的，且對於組織目標的達成是有助益的。（陽 5） 

 

（二）資料驗證 

主管機關雖認同產業化有助其組織目標的達成，但不應導因為

果，如此產業化才有其意義及價值。 

 

我在這想提出一個觀念，基金會在成立時可能就已經設定其目的事業，是

需要依賴產業化活動來達成。雖然產業化有助其組織目標的達成，但不應

導因為果，產業化的營利收入仍應回歸其目的事業的從事。如此一來，產

業化才有其意義及價值。（內 9） 

 

（三）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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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化除能提供案主教育訓練與就業機會外，更提供非營利組織

建立社會形象的契機，雖然產業化有助其組織目標的達成，但不容忽

視的，其亦隱藏著可能導因為果、目標置移的危機。 

 

貳、正當性方面 

一、與目標關聯性 

（一）資料分析 

基金會認為從事商業活動，與組織目標是契合的，而非僅是營利

的手段而已。 

 

從事商業活動，與我們的組織目標是契合的，不能說它只是一項營利的手

段而已。其實開設烘焙屋是提供我們一種方式，透過這種方式可照顧更多

的孩子，提供孩子更多的學習環境。（喜 6） 

 

伊甸福利產業化，除希望發展身心障礙者職訓、就輔的功能，並回歸於社

會，進而達成自立利人，自助助人的目的。（伊 6） 

 

如同一般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為追求資源的自給自足所從事的營利行

為，也遭受到生命週期、產業內外競爭的挑戰，但在企業化經營的同時，

亦需注意如何維持與達成非營利組織的使命及宗旨，而不致造成外界對非

營利組織商業化與圖利營私的質疑。以伊甸為例，伊甸屬於非營利組織，

其下所附設的事業群從事營業行為，不免受到外界質疑，因此，如何使社

會大眾了解非營利組織營利行為的積極意義，是我們仍須繼續努力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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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此外，為因應福利產業化的議題，如何形成就業促進、育成中心、建

立失業資料庫及公益創投等概念都是未來伊甸所需努力的方向。（伊 10） 

 

其實陽光的事業體，都是庇護工場的性質，它提供我們訓練方式，不能說

它是一項營利的手段。例如，捷運南京店我們打算從今年 4 月起做一調整，

一來是調整其工作（training）的內容，二來是調整它的業別，採取與企業

進行策略聯盟方式經營，轉型為專賣店，學習企業在品牌行銷與商品設計

的優勢，除減少長期虧損對組織的負擔外，並增加傷友未來轉業的機會。（陽

6） 

 

另外一個值得思考議題是，NPO 的事業體收入佔總收入比例過高時是否適

當？大部分的人會認為 NPO 在從事營利行為時應採小風險概念，因為產業

風險比 NPO 內部經營管理顯然更高，這將與我們一般所認知 NPO 應趨向低

風險、保守等策略相抵觸；再者，組織管理的本質也會產生變化，NPO 營

收行為比例過高時，服務社會大眾的能量將會高過服務本業的能量，雖然

這是 NPO 組織目標呈現多元化的表現，但若進入到這一部分，我認為會對

組織產生重大的危機，因為它面臨到一個高度的風險，可能會使組織產生

質變，相對地，剛剛所提市場競爭的問題會更清楚被凸顯。（陽 10） 

 

（二）資料驗證 

主管機關則認為，不可排除可能淪為營利手段的可能性。 

我認為應該兩者都有。基本上，我們鼓勵基金會所從事的營收產業化活動

是能與其組織目標契合，這樣比較能得到我們的認同，畢竟基金會要從事

這樣一個商業活動，我認為它的出發點應該也是為了增加營收，來達成組

織所欲完成的目的事業。(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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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發現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目前雖然尚與組織目標契合，但未來不能排除

因「量變」產生「質變」的風險。 

 

二、是否擴大商業規模 

（一）資料分析 

整體而言，基金會皆有意願擴大商業規模的趨勢。 

 

在擴大日後的商業規模部分，在烘焙屋這個方案下，下一個目標為到台中

設立服務據點，此外基金會也正在規劃新的服務方案，與烘焙屋這樣的

training 方式不同，可能是朝向終生教育方向是發展（讓心智障礙者的才藝

可被再培養，如腦性麻痺畫家黃美蓮的博士學位是在美國取得，因為國內

沒有這樣的環境可以提供身障者繼續接受藝能方面的訓練），有點像社區大

學的方式，是給身障者上的大學，這是基金會一項新的服務方案。（喜 6） 

 

護康中心在成立初期，因尚在虧本狀態，不敢貿然提供太多人力，一家店

約配置 5 位護康師，但目前已擴充至 8 位，雖然目前無法看出其成長曲線，

但可預期的是，在未來達到一定規模值時，曲線會較明顯。目前的計畫是

在明年下半年西部各縣市都有護康中心的設立，屆時曲線成長會較顯著。

（愛 6） 

 

為落實「三三三」政策，對於日後擴大產業活動的規模，當然會有所期待。

例如，公辦民營的「復康巴士」，除政府的補助外，還可以計程車的計價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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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1/3 來收費；又如「組裝輪椅」，因已建立良好的生產口碑，都是值得進

一步再策劃、構思經營的產業行為；此外，也考慮擴大健康按摩的據點，

以直營店或加盟店方式進行，並到機關、公司行號或醫院進行按摩服務等。

（伊 6） 

 

目前在台北市沒有擴展的計畫，因為對於 client 服務的需求已足夠，接下來

預計發展在中部及高雄地區的庇護工場，讓它能夠跟整個就業服務系統銜

接（支持性就業、一般性就業、職業訓練及工作調適）。庇護工場在就業服

務系統裡擔任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因區域性質的差別，發展型態與策略

會比較傾向與政府做方案承接或委辦，因為我們也對台中及高雄地區的產

業做了一些調查，發現整個市場已進入一個緊縮的狀態，為了避免耗損時

間及人力，所以傾向等待與政府合作。（陽 6） 

 

（二）資料驗證 

擴大商業規模與投入成本呈正相關，若以喜憨兒基金會為例，

2000 年社會福利事業支出達 36.41％，而 2001 年則增至 43.36％，

皆為該基金會當年度最大支出項目（見表 5-5）。至於伊甸基金會義賣

及銷貨成本的比例，則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由 1998 年的 10.8％，

至 2001 年降至 5.9％（見表 5-6） 

（三）研究發現 

基金會皆有擴大商業規模的趨勢，但實際上，除喜憨兒基金會擴

大商業規模與投入成本成正相關外，其餘基金會反而呈現下滑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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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的部門互動 
 

壹、競爭方面 

一、競爭壓力 

（一）訪談資料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不但受到企業競爭壓力，相反地，企業也同

樣感受到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對其的衝擊。 

 

這個部分還好，在市場並未遭受到強烈的競爭。就社區的散客而言，東西

好吃比較重要，且喜憨兒主要的收入，大部分是靠政府或企業的訂單。如

技嘉科技去年向我們訂了 3 千多份的餐盒，生意真的要好應該是靠這部分，

顧客買 1-2 個麵包，頂多維持基本開銷，不至於好到與市場競爭，像我們

門市一天的收入最好時約 1-2 萬元（不含訂單），所以與其他商店的競爭還

好。（喜 7） 

 

「愛盲護康按摩中心」起初的設定既為一營利單位就是要與其他業者競

爭，其同質性的競爭對象很多，像坊間的美容護膚、三溫暖、腳底按摩等

從事按摩行為的都是，雖然在「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中明文規定明眼人不

得從事按摩工作，但因執法不嚴，在坊間仍有許多業者從事按摩的工作。（愛

7） 

 

以資料輸入來說，銀行資料輸入（Data key-in）講求的就是準確率，基金會

事業體競爭的對象為民間的打字業者，假使準確度太低，銀行隨時有可能

終止與我們的合約關係。就現況而言，伊甸的產業化行為，在伊甸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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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及餐飲美食等方面感受到其他部門的強大競爭壓力；但相反地，在輪椅

組裝方面，業界則感受到伊甸的強大競爭壓力。（伊 7） 

 

當然，走入市場化就是競爭，我們一直用競爭的方式來看待我們事業體與

市場間的關係。（陽 7） 

 

（二）資料驗證 

在非營利組織從事產業化行為時，仍需從公平競爭原則方向

加以思考。 

 

若從企業的角度來看，NPO 產業化對於企業公平嗎？以 NPO 內部來看

training 是準市場機制，但它畢竟是一個營利行為，這牽涉到 NPO 的 mission

及盈餘分配等議題，因營利行為已進入市場化，假如這些 NPO 的營利行為

與產業產生了競爭的衝擊，這樣對於產業是否公平？如要針對 NPO 事業經

營收入的比例來做一個廣泛的定義，競爭的底線在哪裡，才是所謂市場公

平競爭？這裡面的認定相當模糊，包括陽光洗車中心、喜憨兒烘焙坊都曾

被批評過，當我們感覺在這行業競爭不大時，其實是對產業內的其他人產

生較大的競爭，或許可以重新去定義市場競爭的法則，到底 NPO 應如何做

管制（成本降低問題—庇護工場採次級薪資、賦稅減免及透過社會行銷等

問題）。（陽 10） 

 

（三）研究發現 

對非營利組織與企業而言，競爭壓力來自於資源競逐，而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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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機制仍有待建立。 

 

二、組織自我定位 

（一）資料分析 

除愛盲護康按摩中心為營利公司外，其餘三個基金會皆定位為

「庇護工場」。 

 

因「愛盲護康按摩中心」為一營利單位，就必須與坊間業者一樣，須考量

其人事成本控管、服務、行銷及金流等等問題，雖然有來自政府的補助，

但之後就是憑 know how， 如果沒有更好的服務與技術仍無法與民間競爭。 

驕傲的是，在台北市目前由台北市勞工局輔導成立的視障者按摩中心，經

去年勞工局評鑑「愛盲護康按摩中心」列前三名，這對我們來說是一項很

大的肯定，更證明當初設定為 business 是對的。（愛 7） 

 

陽光對於捷運販賣店與洗車中心的定位是不一樣的，捷運販賣店 100﹪是用

來訓練的，工作人員的狀態與訓練和洗車中心是不一樣，我們內部是用兩

套不同的評量標準去看，所以可以忍受它的虧損，捷運販賣店定位是提供

給受傷初期顏面損傷的朋友，因為顏面損傷後有一部分的人，他的功能性

狀態是不穩定的，但大部分的困擾在於他們對於社會及心理適應的問題，

為什麼要做捷運販賣店就是要把他們放在人最多、最熱鬧的地方，讓他們

跟人接觸，裡面的員工是流動的，約 3-4 月流動一次，在那裡並沒有將他們

的 cost 切開，並非是容忍，而是計算方式的不同，所以會呈現虧損狀態；

同樣地，在洗車中心大概有 10﹪的人，是被評估沒有產能的重度或極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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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心障礙朋友，一天 2-3 小時掃掃地，以保持與社會的互動，所以，他們

的 cost 會從洗車中心的營運成本抽出，因此洗車中心可能有一些非營業支

出會由基金會或政府補助來涵蓋，由於捷運販賣店因其規模很小，後來不

再採用把它的收入與 cost 分開來看，而是直接以它的營業額是否能涵蓋所

有 training 的費用，除了它的規模較小外，也是因為它的主要功能在於社會

與心理適應的調整。（陽 7） 

 

（二）資料驗證 

  有關「愛盲護康按摩中心」並非庇護工場，而是一家營利公司，

其關鍵在於文教基金會設置規定中，並無可設立庇護工場之相關法

規，如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及人員配置標準及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設

立及獎助辦法等，而必須另以成立公司之方式辦理，這使得基金會在

成立營利部門時，不但組織定位模糊，外界更易產生不必要的誤解。 

 

（三）研究發現 

從愛盲護康按摩中心因不符合法規規定，而不得已成立營利公

司的例子可以發現，「庇護工場」適用範圍為何，實有值得檢討與深

思的空間。 

 

貳、合作方面 

一、政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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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訪談資料 

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對於非營利組織之營利行為有優先採購之規

定，因此與政府部門的合作機會有大幅增加的趨勢。 

 

這部分的增加是肯定的，為使喜憨兒的 training 更多元，我們也發展出複合

式的餐飲，例如，2-3 年前透過競標方式取得經營權，所成立台北市政府一

樓的喜憨兒餐廳，由於與市府的互動也較多，市長與媒體有約時，固定由

喜憨兒提供茶點，此外像台北市議會、勞委會、立法院、行政院、教育部、

考試院及外交部等，在提供同仁生日蛋糕或茶會餐點等都會與我們接洽。

政府機關的重視，對於喜憨兒而言是正面的，他們將這問題呈現在檯面上，

讓社會大眾更了解我們。（喜 8） 

 

因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對於非營利組織之營利行為有優先採購之規定，因

此與政府部門的合作機會有大幅增加的趨勢，•••在組裝輪椅部分，也

和外交部合作進行輪椅捐贈的國際救援行動。（伊 8） 

 

自從在 1990 年成立第一個洗車中心（和平站）以來，目前有 2 家洗車中心，

1996 年透過公開招標（價格標方式）向台北捷運公司承接捷運南京站成立

小型商店，及 1999 年受勞工局委託經營，以公開招標（技術標方式）成立

小型早餐店（果汁吧），並於今年由政府轉讓經營權方式，成立陽光加油站。

（陽 8） 

 

（二）資料驗證 

主管機關對於合作機會抱持樂觀的態度，但實際上則缺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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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就我所知，像喜憨兒烘焙屋與政府部門都有合作的關係，比如說政府單位

提供場地，讓它從事烘焙、餐飲這方面的商業活動，且政府部門對此當然

都儘量予以協助，因為這是「兩利」雙贏的事情。(內 6) 

 

然而，從喜憨兒基金會 1999 年至 2001 年收入分析表中，上述

論點似乎無法得到數據支持（見表 5-1）。 

事實上，政府委辦收入是觀察兩者合作機會的最佳指標。以伊

甸基金會 1998 年至 2001 年資料為例，政府委辦收入除呈現逐年增加

的趨勢外，其佔總收入的比例亦逐年增加，例如 2001 年即高達 43％

（見表 5-2）。至於銷貨收入與委辦收入間並無明顯相關性（如圖

5-9）。 

 

0

50,000,000

100,000,000

150,000,000

200,000,000

250,000,000

300,000,000

350,000,000

1998 1999 2000 2001

委辦收入

銷貨收入

 

圖 5-9 伊甸基金會 1998 年至 2001 年銷貨與委辦收入比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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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發現 

基金會在從事營利的商業活動後，與政府的合作機會的確有增

加，但這種合作與產業化收入間欠缺明顯關聯。 

 

二、企業部分 

（一）資料分析 

與企業合作項目相當多，義賣即是重要項目之一。 

 

就企業而言，最明顯的就是花旗銀行。花旗銀行與我們合作發行了喜憨兒

認同卡。（喜 8） 

 

「愛盲護康按摩中心」非基金會所屬的庇護工場，而是自負盈虧的營利單

位。目前基金會除義賣外並無其他營利行為，至於有無考慮其他營利行為，

答案是肯定的，基金會一直在從事不同職種的開發，例如曾嘗試像錄音工

程、電話總機等，但因企業沒有廣大需求而遭遇瓶頸，視障朋友在訓練後

之技術是夠專業，但民間沒有需求，假如訓練後無法找到工作，基金會亦

無法媒合替其找到工作，則不如不訓練，一來浪費視障朋友的時間成本，

二來損及自信心。不過，基金會仍不斷尋求企業的協助，但民間企業在心

態上有些隔閡，寧願繳交罰款，也不願晉用視障者。但也有些成功的案例，

如媒體上曾報導的勞工局電話催帳人員，未來基金會仍會繼續開發不同職

種，媒合視障朋友之就業機會。（愛 8） 

 

伊甸的福利產業包括：五股慈惠庇護工場（輪椅組裝）、資訊事業中心（打

字）、南投 921 庇護工場（輪椅及其相關周邊產品的生產等）、按摩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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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基隆服務中心洗衣商店、迦南園烘焙咖啡屋等。其中資訊事業中心主

要是從事名條輸入、資料輸入等電子勞務，主要的客源是銀行的信用卡中

心，我們目前與中國信託就有合作關係。另如「伊甸水」的販賣，我們也

透過原先卡片義賣的通路（學校及企業等），向學校及企業進行銷售。（伊 8） 

 

在 1999-2002 年與台灣安麗公司以「給他機會、自立更生」的公益行銷模式，

由陽光傷友所組成的「希望工場」進行商品部分加工，透過安麗豐富行銷

資源銷售，進行與企業結盟的商品義賣。（陽 8） 

 

（二）資料驗證 

以伊甸基金會義賣收入為例，2001 年即將近 3000 萬元，佔總收

入比例為 5.1％（見表 5-2），至於銷貨收入與義賣收入間則無明顯關

聯（如圖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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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伊甸基金會 1998 年至 2001 年銷貨與義賣收入比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三）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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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會透過行銷管道與企業維持多樣性的合作關係。 

2. 從伊甸基金會資料顯示，2000 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1999 年銷

貨收入與義賣收入間呈現正向關聯，但 2000 年後，銷貨收入日益

增加，但義賣收入則下降，似乎顯示基金會與企業合作關係不似以

往密切。 

 

三、制定規範 

（一）資料分析 

目前相關法規的規範並不周全且政府執行力亦有問題。 

 

我覺得假如政府能把一些事情訂得清楚一點，對於我們來說是有幫助的，

像我們每成立一個據點，即需要像一般商店一樣，向建管單位申請營利事

業登記證，但我們已經知道不可能核發，仍需經過這樣一個過程，讓它出

個文件證明我們是財團法人，非屬營利事業登記證適用範圍，才可以拿這

證明到稅籍單位做商業登記，申請使用發票。政府對於 NPO 根本不可能核

發營利事業登記證，但稅籍單位卻要求一定要有營利事業登記證才可申領

發票；此外，比如環保單位或衛生單位來店稽查，也往往要求出示營業事

業證明。因此，政府假如能對 NPO 的庇護商店營利行為能訂有較清楚的規

範，我想會比較好。例如，勞委會也是在去年底才公布「庇護工場法」的

施行細則，這才稍微明確些，因為之前沒有一個明確的法源依據，國內到

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合法的勞政體系下的庇護工場。就因為政府在這一部分

的界定不甚清楚，所以目前各 NPO 都是以相互傳遞訊息、以吸取經驗這樣

的方式來摸索，假如政府也能比照一般商家開設商店的規範，對於 NPO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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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訂一套 NPO 從事營業行為的流程，且在政府部門也能一體適用配合，這

樣應該會比較明確。這些問題我們也曾透過會議反映，勞委會也積極的想

幫忙解決，但這需跨部會來協調，這對各部會來說可能沒這麼重要，因此

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個比較好的處理模式。（喜 9）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的宗旨就是要保障身心障礙者，但因執法不力，明

眼人亦可從事按摩工作，造成排擠，針對此一問題雖曾聯合不同障別團體

向政府機關反映，但仍未獲解決。最大的主因是在於跨部會的溝通協調問

題。（執行單位為內政部警政署，核發執照單位為經濟部商業司）。（愛 9） 

 

基金會的產業型態，除「南投 921 庇護工場」有取得經濟部的工廠登記證

外，其餘組織（機構）都無法取得，希望政府在核發相關證照能有齊一的

標準；此外，受限於政府採購法的規定，必須有營利事業登記證始可參加

競標，然而依規定非營利組織成立的庇護工場，並無法取得相關證明，影

響於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的發展。再者，亦可仿照促進企業競爭條例，對於

非營利組織產業之行為訂定獎勵方式，以增加非營利組織生產力。（伊 9） 

 

這一部分，我舉個例子來說，如 NPO 參與政府採購法的競標時，需出示營

利事業登記證，但由於 NPO 不是公司自然無法取得登記證，這牽涉到跨部

會的協調，我認為這部分是有待爭取，或許可在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中規

範，NPO 可用經營主體去招標，不需以營利事業登記證做限制即可。比如

我們成立加油站需申請 10 幾張執照，但我不覺得這樣的過程是需省略的，

因為這就是準市場機制的法則，但像喜憨兒所提的問題，我覺得政府可以

用統一行文的機制通函各相關單位－NPO 只有法人登記證，沒有營利事業

登記證－如此一來，可能不用庇護工場每次申請執照都需從頭向不同主管

單位解釋。但我們之所以沒有積極去 push 這件事，理由在於它的對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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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了，光一個自來水事業處，一個不同的點即歸不同的事業處管轄，所

以，目前我們並沒有找到一個非常有效的方式，只要一份文或一個單一窗

口就可解決這個問題，反而是透過我們內部一套行政程序去解決。這問題

在一次政府機關舉辦的「庇護工場經營管理會議」曾被提出，但並無進一

步的行動。（陽 9） 

 

（二）資料驗證 

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必須有營利事業登記證始可參加競標，基

金會成立之庇護工場由於無法取得相關證明，而相關政府部門又互推

皮球，故造成基金會因資格不符而被排除於外，對於基金會資金來源

影響甚大，主管機關則仍傾向依法行政。 

 

以社福基金會主管機關的立場，我們對基金會從事產業化活動有兩個要

求，一是必須符合章程的規定，二是它的營利所得必須回歸基金會所從事

的目的事業。此外，因有關基金會從事營利活動的相關規範，係屬財政部

及經濟部的主管業務，我們要制定相關的辦法可能會較有所限制。至目前

是否有關部會著手研訂有關的規範，就我所知是沒有。但值得一提的是，

法務部已召集相關部會，研擬「財團法人法」（草案）送行政院審議中，這

將對財團法人所從事的各項活動，有一比較明確及制度性的規範。現行各

部會因都以行政命令所訂的監督準則來分別規範主管的財團法人，以致寬

鬆不一，此法可說是財團法人的根本大法。(內 7) 

 

目前法令規範著重於必須符合章程，並送交主管機關備查。 

 135



 

基本上，各基金會的年度工作計畫都必須報送主管機關核備，其工作計畫

的內容需符合它的章程規定，在章程中，就有列舉基金會所從事的目的事

業。因各基金會的年度工作計畫是由其董事會通過再函報內政部核備，這

部分我們因囿於人力，是採書面審查，原則上都會尊重各基金會所列的工

作項目，但也會詳實去審核是否相符。（內 8） 

（三）研究發現 

1. 對於現行法規缺乏庇護工場取得營利事業登記證的明確規範，

基金會多表不滿。 

2. 政府執行力不彰、跨部會溝通不良，造成基金會業務運作上的

困難。 

3. 雖然部分受訪者認為政府採購法限制了非營利組織參與競標

的機會，事實上，依政府採購法第十八條之規定：「採購之招標

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但依據該法

第二十二條第十二項之規定：「購買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受刑

人個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監獄工場、

慈善機構所提供之非營利產品或勞務。」得採限制性招標。故政

府採購法並不必然會限制非營利組織參與競標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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