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首先比較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經驗，以資台灣社會企業類型建構之依

據，而從歐美社會企業發展經驗可以發現，對於社會企業所面臨之「認同困境」、

「認知困境」，及「合法性困境」，至今仍舊缺乏完整性的分析架構，故本研究依

據歐美社會企業三大發展困境，從環境、結構，及功能三個面向，建構分析歐美

社會企業的分析架構，試圖釐清歐美社會企業的內涵。而對於社會企業在台灣應

用所面臨的「實踐困境」，則可在此分析架構下，透過歐美發展經驗的比較，檢

視社會企業在台灣應用的可行性。依據深度訪談資料顯示，本研究所選取以基金

會為主體的社會企業，相當契合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軌跡，且成效相當顯著。緣

此，本研究擬依據深度訪談資料，提出台灣社會企業發展的學術與實務建議，學

術建議部分在於透過深度訪談個案，建構契合台灣社會企業發展的類型，以資後

續研究參考；實務建議部分則關注社會企業在台灣應用所可以面臨的風險提出建

議，除引為殷鑑外，亦可達知識管理之效。在學術研究方面，本研究依據訪談資

料，分別將之命名為「責任中心型」、「許可協議型」、「就業中心型」，及「政策

倡議型」，並據以建構適合台灣社會企業的類型；其次，從非營利組織本身、政

府協力關係，及企業協力關係三個角度，提出實務建議。對於非營利組織本身可

能造成使命漂移、公益形象，與管理層面等三方面的風險，分別提出「案主權益

優先原則」、「建構第三部門的社會資本」，及「應用組織發展技術」等三項建議；

對於政府協力關係可能會產生自主性與政策倡議兩方面的風險，分別提出「自律

為主，他律為輔」及「利益迴避原則」二項建議；對於企業協力關係可能會出現

文化與價值衝突與不公平競爭兩方面的風險，分別提出「強化募款能力」及「建

立聯盟」二項建議。 

 



 

第一節  歐美社會企業的比較 

本節茲從環境、結構，及功能三個面向，比較分析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經

驗，以茲觀察台灣社會企業發展可行性之基礎。 

 

壹、就環境而言 

環境面向探討歐美社會企業為何浮現，其目的在於解決歐美社會企業所面

臨的認同困境，探討重點包含歐美社會企業的興起背景及解釋理論。 

一、社會企業的興起背景 

歐洲社會企業起源的歷史背景，依據時間點加以回溯，歐洲社會企業的演

進史大致可以區分成三個時期，包含：十八世紀以降至福利國模式成立、1970

年代福利國模式下的非營利部門，及 1970 年代以後社會企業的浮現；而美國非

營利組織的發展，與美國的政治歷史發展息息相關，美國法律認為非營利組織的

存在乃是為了彌補公共財的不足，非營利組織由於財源日趨緊縮，嚴重威脅非營

利組織的永續經營發展，因而使得許多非營利組織不得不另闢財源，其中也包含

向「師法企業」，希望透過企業的經營作法，解決本身的財務困窘，以更落實組

織的使命。 

二、社會企業興起的解釋理論 

對於歐洲社會企業起源較有系統的論述，當以《社會企業的浮現》(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一書較為完整，該書認為社會企業的理論包含制度

論、社會資本理論，及整合理論；而針對美國社會企業理論提出完整論述者，當



 

《非營利企業之研究：理論與途徑》( The Study of the Nonprofit Enterprise: 

Theories and Approach)最具代表性。該書認為非營利企業的理論可以區分成先驅

理論及其他替代理論，先驅理論包含公共財理論、信賴相關理論、利害關係人理

論、企業家理論及夥伴理論，而替代理論則包含組織行為理論及比較觀點等。 

 

貳、就結構而言 

結構面向探討歐美社會企業的組織特質為何，其目的在於解決歐美社會企

業所面臨的認知困境，探討重點包含歐美社會企業的現況及組織特徵。 

一、社會企業的現況 

歐洲各國的社會企業在組織類型、法律定位及發展經驗等方面，均有明顯

差異，若依據社會企業與政府關係的密切程度，大致可以區分成三大型態：包含

緊密型、疏離型，及混合型；而美國社會企業通常用以指涉商業化的社會目的企

業，其內涵係指由非營利組織運作，以尋求商業組織的利潤，用以經援非營利組

織的財政缺口，並形成許多網絡，以支持社會企業精神的實現。 

二、社會企業的組織特徵 

歐洲委員會認為，歐洲社會企業乃是合作社與非營利組織的交叉點，其中

合作社包含勞動者合作社及使用者合作社，而非營利組織包含生產型非營利組織

及倡議型非營利組織，而社會企業偏向勞動者合作社與生產型非營利組織的混合

體；而美國社會企業最主要組織特質在於「類商業」活動，也就是所謂的「福利

市場化」(marketization of welfare)，其係指將市場型態關係引介入社會福利領域。 



 

參、就功能而言 

功能面向探討歐美社會企業有何貢獻與限制，其目的在於解決歐美社會所

面臨的合法性困境，探討重點包含歐美社會企業的活動領域、貢獻、及限制。 

一、社會企業的活動領域 

歐洲社會企業活動類型雖然相當多，但這些活動主要為提供工作整合機制

的社會企業及提供社區照顧服務兩個主要領域，其內容包含提供就業、職業訓練

及照顧，目前新趨勢則是朝向公私協力合作模式；美國社會企業以商業收益為主

要目的，其活動領域包含：商業收益的產生、契約競爭、新興捐贈者的影響力，

及社會企業精神，其新趨勢亦為朝向公私協力合作模式。 

二、社會企業的貢獻 

歐洲社會企業的主要功能包含福利系統的轉換、創造就業機會、社會凝聚

力與創造社會資本、地方發展及第三部門的動態性；而美國社會企業的主要貢獻

包含價值維護、服務與倡導，及社會資本。 

三、社會企業的發展限制 

對於歐洲社會企業的發展，主要各面臨四個內外限制，其中內部限制包含：

對於社會企業的認知不足、朝向同形主義的趨勢、社會企業治理成本過高，及社

會企業經常規模過小；而外部限制則包含：低估社會企業的能力、社會企業間的

困惑與不一致關係、社會企業缺乏適當的法律狀態，及缺乏明確的企業政策；而

美國社會企業的發展限制，可以從其活動領域所可能產生之風險加以觀察，這些

風險包含：使命漂移、公益形象、管理層面、自主性、文化與價值衝突，及不公

平競爭。 



 

以下茲將歐美社會企業發展的比較，整理如表 6-1。 

表 6-1  歐美社會企業發展的比較 

問題意識 面 向 探討重點 歐 洲 美 國

興起背景 福利國浮現期、非

營利部門浮現期，

及社會企業浮現期

非營利組織成長期、福

利國時期，及社會企業

浮現期 

認同困境 環境 

解釋理論 制度論、社會資本

理論，及整合理論

公共財理論、信賴相關

理論、社會企業家理

論、利害關係人理論、

夥伴理論、組織行為理

論、生態理論，及比較

觀點 
現況 緊密型、疏離型，

及混合型 
通常用以指涉從事商業

化活動的非營利組織 
認知困境 結構 

組織特徵 社會企業偏向勞動

者合作社與生產型

非營利組織的混合

體 

類商業 

活動領域 提供工作整合機制
的社會企業、提供

社區照顧服務，及

公私協力 

商業收益的產生、契約

競爭、新興捐贈者的影

響力，及社會企業精神

貢獻 福利系統的轉換、

創造就業機會、社

會凝聚力與創造社

會資本、地方發展

及第三部門的動態

性 

價值維護、服務與倡

導，及社會資本 

合法性困

境 
功能 

限制 面臨四個內外限制 使命漂移、公益形象、

管理層面、自主性、文

化與價值衝突，及不公

平競爭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第二節  台灣社會企業的類型建構 

社會企業在性質上雖然屬於第三部門家族的一員，但針對社會企業所面臨

之「認同困境」、「認知困境」，及「合法性困境」，目前非營利組織的理論似乎無

法精確加以解釋。本研究認為，關鍵在於社會企業並非原創性組織，而是某一組

織因應特殊需求「轉型」下的產物，例如，歐洲委員會認為應該從第三部門朝向

社會企業發展（Defourny, 2001: 1-4），而社會企業也視為社會部門的改革運動 

(Dees & Elias, 1998: 166)，皆顯示出社會企業實乃經過組織變革，所產生的新型

態。 

無論是因應財源困境的非營利組織商業化趨勢，或因應高失業問題而促發

的社會經濟非營利化趨勢，抑或企業基於社會責任或為塑造公益形象，所推動的

企業社會責任(CSR)，這些不同型態社會企業的共同特徵在於，他們都是某一組

織因應特殊需求下，所進行組織「轉型」的產物。此種「轉型」型態亦相當多樣

化，比如非營利組織商業化最常採取在組織內部成立事業體，透過商業活動增加

財源，或透過庇護工場，以提供就業、職業訓練及支持性就業服務；而社會經濟

非營利化則是將「不得分配利潤」限制加諸於合作社，合作社盈餘不再依傳統分

配給社員，而是將盈餘用於投資，為社區創造更多的就業機會；而企業社會責任

除透過捐贈外（包含金錢與鼓勵員工擔任志工），最常運作方式就是由企業自行

成立企業型基金會，從事資金贊助者的角色，比如全球首富微軟公司負責人所成

立的比爾蓋茲夫婦基金會。簡言之，由於目前非營利組織理論探討重點在於非營

利組織為何會興起，其關注焦點在於贊助者與非營利組織間的關係，而社會企業

乃是某一組織為特殊需求轉型而成的新型態組織，故目前非營利組織實難精確解

釋社會企業的現象。 

但為達學術累積之效，對於社會企業類型的建構，仍須從依據社會企業所



 

關注的重大問題，即認同困境、認知困境，及合法性困境，從非營利組織相關理

論中尋求奧援。經過繁複的文獻檢索，本研究認為 1980 年由 Henry B. Hansmann

所提出的契約失靈理論及分析架構，最契合援引分析社會企業的三大困境。 

壹、類型建構之基礎 

Hansmann 主要從「贊助者」(patrons)角度出發，並從「財源」(financing)

及「控制」(control)兩個面向進行類型建構，並依此建構四個次級類別 (Hansmann, 

1980: 840-843; 1986:59-61; 1987: 28-29)。就財源面向而言，主要區分成捐贈的

(donative)及商業的(commercial)兩種角度的非營利組織，捐贈的非營利組織係指

非營利組織主要或全部收入來自於補助或捐贈；而商業的非營利組織則是指，非

營利組織主要收入來自於服務收費。而就控制面向而言，則區分成互助的(mutual)

及企業的(entrepreneurial)兩種角度的非營利組織，互助的非營利組織係指非營利

組織係由贊助者所控制；而企業的非營利組織則是指其主要運作不受贊助者所控

制。 

Hansmann依據財源面與控制面兩個面向，進而提出四個次級類型，包含：

捐贈互助型(donative mutual)、捐贈企業型(donative entrepreneurial)、商業互助型

(commercial mutual)，及商業企業型(commercial entrepreneurial)。捐贈互助型的代

表組織為「共同善因」(Common Cause)組織或政治俱樂部；捐贈企業型的代表組

織是國際關懷社團(CARE)及藝術博物館；商業互助型的代表組織為消費者聯盟

或鄉村俱樂部；至於商業企業型的代表組織則為「國家地理學會」(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社區醫院及療養院。 

所謂「贊助者」係指願意貢獻資源，作為非營利收入的人員。因此若以捐

贈型非營利組織為例，其贊助者係指組織的「捐贈者」(donors)，而就商業型非

營利組織而言，其贊助者係指組織的「消費者」(customers)，而當組織同時具備



 

消費者與捐贈者收入時，則其贊助者就包含這兩者，而無論贊助者是個人或是廠

商，這些贊助者往往都是比較注重效能(Hansmann, 1980: 835-842; 1986: 59-61; 

1996: 12-49)。Hansmann的分析架構如表 6-2。 

表 6-2  非營利組織的類型 

 互助的 企業的 

捐贈的 捐贈互助型 捐贈企業型 

商業的 商業互助型 商業企業型 

資料來源：Hansmann, 1980: 842。 

Hansmann特別強調，無論是捐贈型的非營利組織或商業型的非營利組織，

僅可視為分析的理想型，而非採取互斥的分類方式(Hansmann, 1980: 841; 1986: 

60)。從 Hansmann的論點可以發現，無論是財源面之「捐贈的」與「商業的」，

或控制面之「互助的」與「企業的」，其判斷標準在於程度高低的差異，例如當

捐贈比例高於商業收入時，則列入捐贈型非營利組織，同樣道理，控制面乃是依

據受到贊助者控制程度作為判斷依據，即自律與他律的區分。Hansmann 雖未表

示其類型係採取光譜概念建構，但從其內涵可以發現，與光譜概念相當吻合，此

種類型建構方式與 Defourny(2001)論述歐洲社會企業的內涵有異曲同工之妙，對

於本研究的類型建構，亦提供相當值得參考之借鏡。 

自從 1980 年 Hansmann提出契約失靈理論以來，雖經過數十年演變與挑戰，

但 Hansmann所提出的非營利組織類型，至今仍為非營利組織研究所引用，尤其

近年來社會企業的興起，Hansmann的契約失靈理論更常為研究者所引介1。就美

國社會企業而言，社會企業主要意涵係指非營利組織商業化，Hansmann 雖然自

己承認其分析架構無法完全解釋商業的非營利組織，但其自認仍具有一半的解釋

                                                 
1 有關 Hansmann 論點的起源與論戰，請參閱附錄五。 



 

力，而對於歐洲社會企業最常強調的合作社形式，Hansamnn 亦曾說明其分析架

構仍可適用於分析合作社型態(Hansmann, 1980: 842)。因此，雖然 Hansmann分

析架構並無法完全套用在社會企業研究上，但其所分析架構的研究面向，包含財

源與控制，與社會企業所關切議題仍相當契合，惟社會企業與傳統非營利組織仍

也些許差異，故 Hansmann的論點必須加以修正，才更能符合社會企業的現況，

與議題分析的要求。 

即使是分析架構與社會企業關心議題最接近的 Hansmann 觀點，Hansmann

自己也承認無法充分解釋目前的商業行為(Hansmann, 2003: 121)。換言之，

Hansmann 從贊助者角度所建構的非營利組織類型，對於因為契約失靈（或稱為

市場失靈）促發非營利組織的興起，提供相當精闢的理論論述，但對於同為第三

部門家族一員的社會企業，Hansmann 理論的解釋力為何會受到限制呢？ 

若從組織變革角度，推動或協助組織轉型的核心人物，就是「變革推動者」

(change agent)（French & Bell, 1999；吳定、鄭勝分、李盈盈，2005: 36）。而無

論是企業或非營利組織，能夠扮演變革推動者角色者，除組織內部的治理主體

外，例如企業的董事會，基金會的董事會或社團的理事會，也包含外部的協助，

比如政府、企業，及其他非營利組織。而就治理主體而言，依據研究範圍之界定，

已先排除企業慈善類型；而就外部協助而言，檢索歐美社會企業相關文獻，似乎

未見其他非營利組織扮演關鍵角色或功能，故對於企業的董事會，及其他非營利

組織的協助，本研究將不予探討。 

而依據 Harlan & Saidel (1994)的研究，非營利機構董事會在購買政府契約過

程中，可能會扮演四種角色，包含：促進者(facilitator)、政治倡議者(political 

advocate)、緩衝者(buffer)，及價值捍衛者(values guardian)，前兩者角色屬於促進

和維持機構與政府之間契約外包關係，後兩者角色則與捍衛機構的自主性有關

（官有垣，2000: 206-207）。其中「促進者」角色，最適合用以詮釋促使社會企



 

業興起變革推動者的角色，爰本研究援引 Harlan & Saidel的概念，從「促進者」

(facilitator)角度建構社會企業的類型，並據以修正 Hansmann所提出的分析架構。 

在建構分析架構之前，須先釐清贊助者與促進者的關係。就範圍而言，促

進者係屬贊助者的一種類型，如同社會企業係屬非營利組織一樣，但關鍵在於，

我們可以說社會企業是非營利組織，但並不表示非營利組織就是社會企業，同樣

道理，促進者係屬贊助者，但並不表示贊助者就是促進者，這也是為何 Hansmann

的分析架構，僅能部分詮釋社會企業的關鍵。 

Hansmann分析架構雖無法完全套用在社會企業，但其架構最符合社會企業

所關注的問題，且除了非營利組織商業化外，其分析架構也可以用以分析合作社

(Hansmann, 1980: 842)，關鍵在於核心概念的修正，依據非營利組織與社會企業

的差異點，修正重點在於從「贊助者」角度，轉變為「促進者」角色；再者，

Hansmann建構分析架構的兩個面向，即財源面與控制面，也需一併予以修正。 

首先，Hansmann的財源面主要區分成捐贈的及商業的兩種角度的非營利組

織，捐贈的非營利組織係指非營利組織主要或全部收入來自於補助或捐贈，而商

業的非營利組織則是指非營利組織主要收入來自於服務收費，Hansmann 論點的

核心在於經濟目的的達成。然而，社會企業除經濟目的之外，亦相當強調社會目

的的達成，故財源面已無法同時涵蓋經濟目的與社會目的，本研究認為，若修正

為「環境」，則足以涵蓋財源面與非財源面的目的，也就是社會企業所強調的經

濟目的及社會目的，爰將 Hansmann 的「財源」修正為「環境」，並將次級面向

修正為「經濟」及「社會」。「經濟」係指社會企業主要基於財源目的而存在；而

「社會」係指社會企業乃是為解決社會問題而存在。 

其次，Hansmann 控制面向則區分成互助的及企業的兩種角度的非營利組

織，互助的非營利組織係指非營利組織係由贊助者所控制，而企業的非營利組織



 

則是指其主要運作不受贊助者所控制，Hansmann 論點的核心在於探討非營利組

織與贊助者間的關係。然而，社會企業的興起與贊助者關係其實並不明顯，真正

扮演關鍵角色者乃是「促進者」，故本研究關心議題在於，在非營利組織轉型為

社會企業的過程中，誰扮演促進者的角色？又其如何使社會企業能夠成功轉型？

而在策略設計上，當可採取由組織本身運作，或尋求他人協助。故本研究認為，

若修正為「功能」，則足以涵蓋協力運作模式及組織本身運作，爰 Hansmann 的

「控制」修正為「功能」，並將次級面向命名為「協力」及「自治」。「協力」係

指在社會企業興起過程中，受到其他組織的協助；而「自治」則是指在轉型過程

中，主要係由非營利組織本身主導。 

最後，就次級類型而言，Hansmann依據財源面與控制面兩個面向，進而提

出四個次級類型，包含：捐贈互助型、捐贈企業型、商業互助型，及商業企業型。

本研究既依 Hansmann 論點進行修正，次級類型也需一併進行修正，爰將依據「環

境」及「功能」兩個分析面向，提出四個次級類型，包含：社會協力型、社會自

治型、經濟協力型，及經濟自治型如表 6-3。 

表 6-3  台灣社會企業的分析架構 

結構          功能 

 

環境 

協力 自治 

社會 社會協力型 社會自治型 

經濟 經濟協力型 經濟自治型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本研究係依據 Hansmann 類型建構邏輯進行，故無論是環境之「經濟」與「社

會」，或功能之「協力」與「自治」，其係採取光譜的概念，而非二分法。上述修

正觀點相當契合本研究所關注的三項學術困境；再者，透過此一類型建構，亦有



 

利於檢視台灣社會企業應用的可能性，而足以解決本研究所關注的「實踐困境」。

因此，本研究之分析架構除契合社會企業所關注的議題外，也足以彰顯本論文分

析架構的價值與重要性。 

貳、類型命名 

Hansmann 在 1980 年依據財源面與控制面兩個面向，進而提出四個次級類

型，包含：捐贈互助型、捐贈企業型、商業互助型，及商業企業型。若依據 Hansmann

的類型建構方式，本研究實可推論，社會企業依據「環境」及「功能」，包含社

會協力型、社會自治型、經濟協力型，及經濟自治型。然而，此種論述方式過於

簡潔，無法真正顯現社會企業的內涵。因此，以下擬依據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經

驗，並輔以實地訪談所得資料，尋求能夠真正顯現社會企業內涵的類型名稱。而

歐美社會企業發展方向，包含社會經濟的非營利化及非營利組織的商業化，而對

於社會企業的類型命名，也應從這兩個方向加以考量。 

就「環境」而言，社會經濟的非營利化主要係基於就業問題與社區照顧而

興起，故適用於「社會」次級面向分析，但對於「經濟」次級面向，社會經濟的

非營利化恐無法適用，原因為社會經濟的核心概念係指合作社，而合作社在界定

上係屬企業組織，故社會經濟的非營利化乃是企業「師法非營利組織」的一種趨

勢，若說社會經濟基於「經濟」目的而非營利化，則此種說法並不符合邏輯，因

為合作社本身即可追求利潤，若說因為「非營利化」有助於提升公益形象，進而

增加收益，但因為利益不得分配的限制，此種目的也無法達成，故在分析上，社

會經濟的非營利化適合用以思考「社會」次級面向，但恐不適用於「經濟」次級

面向。而非營利組織的商業化起因於財政危機，其乃非營利組織「師法企業」的

一種趨勢，但此種經濟目的，其實僅是非營利組織為達成組織宗旨的一種手段，

商業化除為挹注財政缺口外，其最終目標在於達成社會目的，例如，直接就業、



 

職訓、及庇護性就業等，因此，非營利組織的商業化無論在「經濟」次級面向或

「社會」次級面向，皆有其適用性。 

就「功能」而言，包含「協力」及「自治」兩個次級面向。社會經濟的非

營利化基於社會目的，除受到政府的協助外，其本身就是相當重要的生產單位，

故適用「協力」及「自治」兩個次級面向分析；而非營利組織的商業化，除基於

契約外包及策略聯盟外，也係非營利組織轉型的一種態勢，故也適用於「協力」

及「自治」兩個次級面向分析。 

由於社會經濟的非營利化並不適用「經濟」次級面向分析，且「自治」次

級面向涉及「促進者」僅為非營利組織本身，而「協力」次級面向則涉及政府與

企業兩個促進者，基於由簡入繁原則，故在類型建構上，依序檢驗經濟自治型、

經濟協力型、社會自治型，及社會協力型。 

一、經濟自治型 

對於非營利組織商業化而言，其促進者若為非營利組織本身，則師法企業

就成為追求財源的重要手段，其中「類商業」活動，就成為最為明顯的特徵。「類

商業」活動係指受到某些利潤激勵下，使用管理或組織設計工具發展營利體，並

以商業思考模式建構組織活動 (Dart, 2004B)。在台灣受訪個案中，伊甸基金會

的事業體就屬於此種類型，伊甸基金會事業體雖兼具社會與經濟功能，但一開始

介入商業行為的主要目的，則在於求自力更生，且並未受到政府與企業的協助，

而伊甸事業體的經營管理主要採取責任中心概念，授權各事業體獨立運作，母會

僅扮演監督角色。對於此種類型，亦有稱之為利潤中心型，但依據研究文獻及受

訪者回應，似乎以責任中心型較為恰當。故最符合經濟自治型內涵的社會企業，

就屬責任中心型，爰本研究將其命名為「責任中心型」。 



 

二、經濟協力型 

對非營利組織的商業化而言，可能擔任協力角色的促進者包含政府與企

業。首先，非營利組織商業化的興起，導因於政府補助的大幅度削減，造成非營

利組織的財政缺口，非營利組織為尋求自主財源，故促發社會企業的興起，爰政

府扮演促進者角色機會甚低，從歐美各國經驗及台灣個案也未發現相關支持證

據。其次，依據Wymer, Jr. & Samu的研究，企業與非營利組織有七種關係類型2，

包含：企業慈善、企業型基金會、許可同意、贊助、業務為基礎的倡導、聯合議

題倡導及聯合創投 (Wymer, Jr. & Samu,2003: 4-16)，其中企業基於經濟目的，而

協助非營利組織的類型就是許可同意，就此類型，企業關切重點在於利潤，而非

營利組織的社會使命，故其運作重心在於從許可同意中，提高商業行銷的效率，

非營利組織的控制權相當有限，認同卡就是明證(Wymer, Jr. & Samu,2003)。在台

灣受訪個案中，花旗銀行發行的喜憨兒認同卡，在喜憨兒基金會事業體急速擴展

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兩者關係也如同Wymer, Jr. & Samu所言，自 2001

年花旗銀行變更經營團隊後，開始選擇回歸市場競爭，而與喜憨兒基金會漸行漸

遠。故最符合經濟協力型內涵的社會企業，就屬許可同意型，爰本研究將其命名

為「許可同意型」。 

三、社會自治型 

對社會經濟的非營利化而言，社會企業的主要活動領域包含提供工作整合

機制的社會企業及提供社區照顧服務  (Borzaga & Defourny, 2001: 351-353; 

Borzaga & Santuari, 2003:42-46)，其主要目的在於解決歐洲的高失業問題；而對

非營利組織的商業化而言，除財源目的外，也兼含解決弱勢團體的就業與職業訓

練問題(OECD, 2003; Eikenberry & Kluver, 2004; Shaw, 2004)。在台灣受訪個案

中，陽光基金會的事業體就扮演此項功能，陽光基金會事業體主要為顏面損傷者

                                                 
2 請參見本研究圖 4-2。 



 

提供強化訓練，近年來，更提供身心障礙者直接就業機會，雖然部分事業體有虧

損發生，但由於事業體經營基於社會目的，仍予以持續營運，以提供案主持續的

強化訓練。對於此種類型，無論是對社會經濟的非營利化，或是非營利組織的商

業化，其核心都環繞於就業機制的提供，包含直接就業、職業訓練，及庇護性就

業等，爰本研究將其命名為「就業中心型」。 

四、社會協力型 

對社會經濟的非營利化而言，政府可能扮演促進者角色，而這可以從歐洲

委員會所提歐洲社會企業的內涵加以觀察。歐洲委員會認為社會企業乃是合作社

與非營利組織的交叉點，故社會企業偏向勞動者合作社與生產型非營利組織的混

合體3(Defourny,2001: 22)，此種界定範圍係屬「社會自主型」所強調的就業功能。

然而，其界定還有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使用者合作社與倡議型非營利組織的混

合體，例如，由英國下議院通過設立的倫敦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 London)

組織，就是推動由社會企業經營公共服務的事務，比如老人及小孩的照顧、健康

中心的管理及休閒服務和教育的宣導（陳金貴，2002: 42）；而倫敦社會企業本身

的報告亦指出，社會企業乃是兼具經濟與社會功能，而以企業精神幫助地方進行

福利創造及社會變革，並且可以透過創造就業機會及職業訓練方式，進而消彌社

會孤立感(Social Enterprise London, 2002；2003)。從上述界定可以發現，除就業

外，政策倡議乃是此類型組織的重要功能。再者，企業扮演促進者角色可能性甚

低，因為社會經濟若需要其他企業協助，那麼他就無須選擇轉型為非營利組織，

維持合作社模式則更容易合作。 

對非營利組織的商業化而言，政府已經不再是資金的贊助者，而是透過契

約外包方式提供服務傳送，由於契約競爭者包含私人企業，為免不公平競爭的質

疑，政府必須維持其公平性，故不太可能類似以往，扮演積極性的促進角色。另

                                                 
3 請參見本研究圖 4-1。 



 

一方面，企業則相當有機會扮演促進者角色，依據Wymer, Jr. & Samu所提出企

業與非營利組織的七種關係類型，其中業務為基礎的倡導(TBPs)，也就是善因行

銷，主要由企業夥伴所控制，除了捐助非營利組織外，企業同時透過宣導或廣告

活動，宣揚企業較為偏好的社會善因，並藉此提升企業的公益形象 (Wymer, Jr. & 

Samu, 2004)。但 TBPs最大的問題在於，其係由企業所主控，企業並非扮演促進

者角色，而是主導者角色，故此種類型比較偏向企業慈善，而企業慈善雖係屬社

會企業，但非屬本研究研究範圍，故此類型應予排除。 

特別得是，在台灣受訪個案中，發現非營利組織在協力關係中，也可能扮

演促進者角色。例如，彭婉如基金會基於北歐理念，其係扮演福利概念促進者，

其希望在照顧福利服務制度中，扮演「研發、實驗、示範，與推廣」之火車頭，

而非政府失靈的彌補性角色。故對於社會協力型，無論是由政府啟動的「倫敦社

會企業」，或者彭婉如基金會所欲扮演的火車頭角色，皆屬政策倡議範圍，爰本

研究將其命名為「政策倡議型」。經過依序檢驗經濟自治型、經濟協力型、社會

自治型，及社會協力型的內涵，本研究分別將前述社會企業的類型命名為「責任

中心型」、「許可同意型」、「就業中心型」，及「政策倡議型」，並據以建構台灣社

會企業的類型（如表 6-4）。 

表 6-4  台灣社會企業的類型 

結構         功能 

 

環境 

協力 自治 

社會 政策倡議型 就業中心型 

經濟 許可同意型 責任中心型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對於本研究所建構的社會企業類型，具有以下兩個貢獻： 

一、學術累積之效 

就環境與功能而言，環境兼具社會及經濟兩個目的，而功能除非營利組織

本身活動外，也包含與政府或企業的協力關係，此種類型建構除修正 Hansmann

理論的核心基礎外，也足解釋社會企業的內涵，而達到學術累積之效。 

二、研究問題的解謎 

對於本研究所建構的社會企業類型，並非試圖融合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經

驗，事實上，兩大體系有著結構上的根本差異，故若採此態度，恐將徒勞無功；

反之，本研究係採「求同存異」的方式，透過歐美經驗的梳離，輔以台灣社會企

業的發展經驗，據以歸納出台灣社會企業的最適解釋類型。在此類型中，非營利

組織可兼含四種或部分類型的社會企業型態，避免陷入某一特定類型的誤解，而

對於社會企業所面臨的認同困境、認知困境、合法性困境，及實踐困境，皆可透

過本研究類型建構得到解答。 

三、類型建構的限制 

本研究類型係依據歐美社會企業發展經驗，及台灣深度訪談資料加以建

構，而訪談個案係以「基金會」為主體的社會企業，並不包含以「合作社」或「協

會」為主體的微型企業，故此類型建構恐尚難據以解釋微型企業的發展經驗。 

 

 



 

第三節 實務建議 

社會企業雖是歐美非營利組織的新趨勢，但台灣是否應該師法或跟隨此一

潮流，則仍有爭議。如前所述，台灣除美國社會企業經驗外，也包含部分歐洲經

驗，但台灣社會企業的興起，是否也與歐美各國相仿，係因面臨福利國危機所致？

此一問題點的核心在於，台灣是否符合福利國的概念。許多人質疑台灣若非福利

國，何來所謂福利國危機？對此問題可以從兩個層面加以分析。從學理角度，回

顧 Borzaga & Santuari所做的研究，渠等依據發展程度，將福利國予以概念化，

並區分成發展良好、有限度發展及低度發展三種福利國模式(Borzaga & Santuari, 

2003: 37-38)。Borzaga & Santuari之論點乃是福利國光譜的呈現，渠等認為，非

營利組織僅在有限度發展的福利國家模式中，才能發揮較為重要的影響力，此論

點與台灣非營利組織的現況相當契合，也就是非營利組織影響力仍有不足，故台

灣在此光譜下，則屬低度發展的福利國模式；其次，台灣近年來如同歐美各國，

同樣面臨高失業問題，且政府財政赤字亦日趨惡化，此困境與歐美社會企業的發

展背景雷同。從上述問題分析可以發現，台灣同樣正面臨所謂的福利國危機，故

對於台灣非營利組織而言，社會企業實乃相當值得學習的新趨勢。 

然而，從歐美發展經驗可以發現，社會企業發展有其潛在風險，雖然從訪

談資料，並無法證實台灣目前社會企業已經面臨同樣窘境，但就一個值得學習效

法的新趨勢而言，風險管理仍是相當重要的配套措施。從歐美發展經驗更可得

知，社會企業的可能風險往往發生在策略面的運作上，主要在於非營利組織本身

的商業化活動、與政府協力關係，及與企業協力關係三個面向。爰此，以下茲依

據這三個面向，依台灣四個成功案例的發展經驗，歸納出相關建議，其中包含許

多試誤中所累積的寶貴經驗，故相當值得台灣其他有意轉型為社會企業，或目前

已有社會企業的非營利組織引為借鏡。 



 

壹、對於非營利組織本身的建議 

對於非營利組織本身而言，社會企業可能會造成使命漂移、公益形象，與

管理層面等三方面的危機，對於前述危機，本研究依據歐美經驗及訪談資料，分

別提出「案主權益優先原則」、「建構第三部門的社會資本」，及「應用組織發展

技術」等三項建議。 

一、案主權益優先原則 

社會企業的發展，由於係採取商業機制，雖然其強調係以社會善因為目標，

但就長期而言，仍被質疑是否因為量變而造成質變，而成為「營利的偽裝」

(Steinberg & Gray, 1993)，而商業冒險可能會弱化管理者實踐原始使命的意願 

(Gunn, 2004:169; Young,2003A)，因而造成使命漂移危機？(Brainard & Siplon, 

2004; Dees,1999; Rose-Ackerman,1990;Weisbrod, 1999)。從訪談資料發現，對於此

種質疑，關鍵在於是否損傷服務對象的權益，故如何維護服務對象的權益，就成

為核心議題。服務對象依據性質，可以區分成直接雇用及庇護性就業兩大類，其

中尤以庇護性就業最受關注，故案主權益就成為首要考量。 

Peter F.Drucker(1989, 1999)與 Peter C. Brinckerhoff(2000)在論述社會企業精

神，時常提醒非營利組織必須秉持使命為先的原則，而使命為先實乃社會企業免

除使命漂移質疑的利基。隨著外環境的複雜化，非營利組織的宗旨往往必須與時

俱進，但在變革過程中，非營利組織雖可彈性運作，但必須堅守其核心理念與價

值，如此才不致於偏離組織宗旨，其中案主權益尤須優先考量；此外，除消極面

堅守原則外，也可以採取積極作法，比如陽光基金會所提出的夢想起飛計畫，給

予員工協助方案，透過誘因機制，鼓勵弱勢者能夠自力更生，如此更能契合案主

需求。 



 

二、建構第三部門的社會資本 

社會企業可能會損傷非營利組織的正面公益形象，但只要做好風險管理，

則所帶來不一定是負面的影響，其關鍵在於提升社會企業的公益形象，以維持其

公信度。具體作法除加強專業外，行銷也相當重要；而分散風險的集團化概念，

透過多品牌方式規避風險，也是可行的方式，但此概念仍遭受到組織變革的壓

力；此外，更可採取積極性的在地化經營策略，例如在地採購方式，除可爭取民

眾信任外，也有助於地方的永續發展。 

公益形象乃是非營利組織取得社會信任的重要關鍵，Susan U. Raymond即

指出，非營利組織的商業行為乃是試圖打破「捐贈者－接受者」(donator-recipient)

所容易造成之依賴困境(Raymond, 2004)。而對於社會信任機制的建立，如何強化

非營利組織的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就成為相當重要的關鍵。Judith Y. 

Weisinger & paul F. Salipante研究指出，社會資本有助於非營利組織成員間的持

續性互動，並有助於改善非營利組織的公益形象(Weisinger & Salipante, 2005: 

29-51)。 

而對於如何建構第三部門的社會資本，江明修、鄭勝分(2004: 52-53)曾經以

深度訪談方式，研究如何建構適合台灣第三部門的社會資本概念。渠等認為，有

關社會資本的內涵，乃在於提升社會成員間的信任程度，以解決團體互動的困

境，進而建構良善的公民社會。互動乃是建立社會資本的驅力，社會資本的操作

指標雖包含信任、規範及網絡，但這三個指標並非一定有利於社會資本的建構，

歸納言之，有四項結論：（一）信任程度若越高，則社會資本程度越高；（二）規

範程度若越高，則社會資本程度越低；（三）網絡緊密度若越高，則社會資本程

度越高；（四）社會資本程度若越高，則公民社會建立之可能性越高。渠等並根

據這四項結論，提出有關台灣第三部門社會資本內涵的概念化過程（如圖 6-1）。

此概念化過程相當值得參考。 



 

 

 

 

 

 

 

圖 6-1  社會資本的概念化過程 

資料來源：江明修、鄭勝分，2004: 52。 

三、應用組織發展技術 

對於管理議題，從受訪資料可以發現，常見問題包含理念衝突、形式主義

作祟及抗拒，其乃導因於非營利組織引入企業精神後，對於原先組織所產生的適

應不良問題。理念衝突涉及利他主義與利己主義的隔閡，而過度依賴專業所造成

之形式主義與抗拒，也凸顯非營利組織體質不佳的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若透過

組織發展(organization development)干預技術的協助，則將有助於改善社會企業的

管理能力。而組織發展的具體作法，就是尋求外部專家的協助，以提升本身的管

理能力(French & Bell, Jr.,1999; 吳定、鄭勝分、李盈盈，2005)。 

當非營利組織擴展至商業領域時，管理能力對於非營利組織就益顯重要，

而商業化所需要的專家、知識及態度，則可在組織變革干預技術中得到協助，非

營利組織若想要讓商業機制能夠更成功，則其管理者必須接受商業方法的訓練，

非營利組織管理者可以向具備商業經驗背景的董事會成員請益，這些董事會成員

常是未被善用的管理專家，而他們的從商經驗，可以透過教導傳授給非營利組織

的管理者，但是必須注意過度類商業化所造成的風險；其次，非營利組織管理者

也可以向目前仍為商業人士的志工，或商業院學生尋求協助；再者，非營利組織

可以透過與私人企業建立聯盟的方式，透過在職職訓，學習商業運作所需要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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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與方法；最後，也可以透過進修方式強化本身的管理能力，例如，美國許多大

學的商管或公共行政相關科系，開始強調非營利組織課程的訓練，而政治大學商

學院 EMBA則開闢 NPO組，提供國內非營利組織從業人員進修機會。 

 

貳、對於政府協力關係的建議 

對於政府協力關係而言，社會企業可能會產生自主性與政策倡議兩方面的

危機，對於前述危機，本研究依據歐美經驗及訪談資料，分別提出「自律為主，

他律為輔」及「利益迴避原則」二項建議。 

一、自律為主，他律為輔 

對於社會企業可能產生的自主性危機，如何建立課責機制，就成為近年來

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課責呼聲起因於過去幾年媒體報導非營利組織的醜聞，讓

非營利組織逐漸流失社會信任感，並對於組織認同、治理與管理，產生相當大問

題(Gibelman & Gelman, 2004: 355)；但 Alnoor Ebrahim認為，傳統上認為課責越

多越好的假設，在非營利組織適用上是值得懷疑的(Ebrahim, 2005: 82-83)；Renee 

A. Irvin研究指出，近年來所興起對於非營利組織課責之呼聲，意味著政府管制

機構職權的擴大，也隱含管制成本的增加(Irvin, 2005: 176-177)。而對於政府習於

採用的他律機制，近年來逐漸受到要求自律呼聲的挑戰，自律強調政府應降低對

於非營利組織的干預，故隱含對於自主性的堅持。然而，非營利組織雖然被認為

較有聲譽，惟道德性並無法確保不會違誤，而政府過度干預則會影響非營利組織

的自主性，他律太多，則易淪喪非營利精神，過度訴諸道德性的自律主張，也容

易受到質疑，因此，對於自主性議題，宜採取自律為主，他律為輔的設計方式，

以利健全非營利組織的體質。 



 

二、利益迴避原則 

在與政府協力關係中，非營利組織並非僅扮演補充性角色，同時可以位居

更積極性的主導地位，例如彭婉如基金會一直努力推展北歐福利國理念；此外，

陽光基金會則關注庇護工場的工作條件，並對於台灣庇護工場缺乏完整保障勞動

權益的機制，表示憂心。 

對於政策倡議，彭婉如基金會選擇退場機制，此策略雖可能會損及該基金

會所欲推展的部分組織目標，但就基金會所堅持的北歐理念而言，社會福利本來

就是國家應當擔負的責任，非營利組織只應扮演政府失靈時的過渡角色，而非長

期性的殘補性角色，彭婉如基金會的退場機制，為其後續政策倡議取得合法性，

因為在遵循利益迴避原則下，補教業者已很難再利用抹黑方式，污名化彭婉如基

金會所欲推動的理念。就功能而言，政策倡議雖非社會企業最核心的功能，但政

策倡議本來就是非營利組織相當重要的功能，無論是非營利組織商業化，或是社

會經濟非營利化過程中，政策倡議係讓社會善因得以加乘的重要策略，而對於社

會企業而言，秉持利益迴避原則而選擇退場機制，更能彰顯政策倡議的合法性。 

 

參、對於企業協力關係的建議 

社會企業對於企業協力關係而言，可能會出現文化與價值衝突與不公平競

爭兩方面的危機，對於上述危機，本研究依據歐美經驗及訪談資料，分別提出「強

化募款能力」及「建立聯盟」二項建議。 

一、強化募款能力 

Parker & Selsky將企業與非營利組織間的夥伴關係，稱之為善因為基礎的夥



 

伴關係，此種合作關係所面臨最大挑戰在於組織文化的衝突(Parker & Selsky, 

2004: 458-460)。對於喜憨兒基金會而言，其與花旗銀行的認同卡合作方式，係

屬Wymer, Jr. & Samu(2003)所提出的許可同意，乃是指非營利組織同意企業使用

他們的名義或標誌，並回報較高的費用或忠誠；即企業支付使用非營利組織形象

作為廣告及包裝等的費用，而非營利組織則提供本身形象換取收益。而喜憨兒與

花旗銀行關係的逐漸疏離，則可從許可同意的風險加以解釋，若以企業的角度來

看，許可同意首要動機在於企業的利潤，而支持善因則居於市場關係與公關之

後，成為最不重要的合作動機，由此可解釋為何花旗銀行變更經營團隊後，會選

擇回歸市場競爭，而與喜憨兒基金會漸行漸遠；另一方面，就非營利組織的角度，

許可同意的首要誘因為資金，其次才為公共性，這也可以解釋喜憨兒基金會與花

旗銀行合作脫節後，喜憨兒基金會捐款數會呈現明顯下降的原因，而此種風險乃

是Wymer, Jr. & Samu所稱「企業捐款的退縮」。 

在與企業合作過程中，社會企業並無法掌控企業的忠誠度，尤其對於身處

激烈市場競爭的企業而言，與非營利組織合作的前提，是建立在不損及企業整體

利潤的基礎上，若企業感受到強大的市場壓力，或者由於組織人員變更，新任主

管不再認同合作機制時，非營利組織立即感受到「企業捐款的退縮」的窘迫，喜

憨兒基金會就是如此。既然無法依賴企業夥伴的忠誠，為避免可能產生的風險，

非營利組織應該採取更為積極的作法，也就是利用社會企業所建立的行銷管道與

社會知名度，適度地擴展與強化本身的募款能力，如此才能夠臨危不亂，從容面

對可能的風險。 

二、建立聯盟 

由於法律的缺陷，讓社會企業喪失爭取契約，成為政府夥伴的許多機會，

而產生不公平競爭現象(Borzaga & Defourny, 2001: 365 )，對此，非營利組織可以

透過合作方式建立聯盟(Weisbrod,1998:5-7)。而對於聯盟建立的方式，Moulton & 



 

Anheier 所提的建議相當值得參考，渠等認為，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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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及志工管理，故兩者可以合作，由

企業組織負責競標契約，再交由非營利組織執行(Moulton & Anheier, 2000:105)。

在實際策略上，對於租金太高、空間不足等限制，建立聯盟正可減少這些固定成

本；對於缺乏資訊科技及薪資的社會企業而言，建立聯盟則更顯重要，其可透過

與大型組織建立團隊方式，而得以分享資源(Werther, Jr. & Berman,2001:168-170)。 

 

 

 

 

 

 

 

 

 

 

 



 

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 

 

壹、研究對象方面 

在社會企業文獻檢閱過程中發現，除社會經濟非營利化，及非營利組織商

業化外，社會企業在界定上也包含企業慈善，也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然而，因

為企業慈善所關注議題，與本研究關切議題不符合，故在研究範圍上予以排除，

但這並不表示企業慈善研究不重要。事實上，就國際影響力而言，企業慈善往往

扮演關鍵性角色，例如，福特基金會、比爾蓋茲夫婦基金會，皆扮演相當重要的

贊助者角色；而國內企業慈善案例亦相當多，例如富邦文教基金會、喜瑪拉雅研

究發展基金會、金車文教基金會等。目前台灣對於企業慈善研究雖不少，但似仍

缺乏完整的理論建構，故建議未來研究者可以朝此方面思考。 

貳、研究樣本方面 

就深度訪談研究樣本選取方面，本研究鑑於台灣社會企業發展仍屬萌芽階

段，故依據規模及影響力，將研究範圍限縮於基金會，而未探討合作社及協會，

對此限制，仍須後續研究加以補強。 

 

參、社會企業的實證研究 

伊甸基金會於訪談稿建議，可以選擇國內符合社會企業類型的非營利組

織，依據喜瑪拉雅研究發展基金會（2002）所建構的「台灣 300家主要基金會名



 

錄」，進行大樣本的調查研究。此項建議對於台灣社會企業研究的深化，具有相

當價值與重要性，作者也會朝此方向，於日後進行更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