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分析架構 

就學術界或實務界而言，「社會企業」一詞仍處於發展階段，故對其內涵尚

未達成一致性的共識，類似的名詞屢見，而造成研究上的混淆，然對於新興議題

的研究，文獻探討必須聚焦於核心概念，方得以觀其全貌，避免失焦。基此，本

研究首先檢閱國內外以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為研究主題的代表性文獻；其

次，則依據問題意識，檢視相關文獻的重要著作及研究焦點，最後，則檢視相關

文獻的解釋力，並據以建構本研究之分析架構。 

 

第一節  文獻探討一：代表性文獻 

而對於歐美社會企業所面臨的認同困境、認知困境，及合法性困境，則以

OECD及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出版的報告書最為完整，爰以下

茲先論述 OECD及 EC報告書的內涵。 

 

壹、OECD報告書 

社會企業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當屬 OECD 的一系列出版品，其主要論

述散見於 OECD「地方經濟與就業發展」(Local Economic and Employment 

Development, LEED)方案所舉辦之一系列研討會。例如，OECD在 2001 年 12月

13 至 15 日於義大利特倫多(Trento)所舉辦之「社會企業：比較的觀點」(Social 

Enterpris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國際研討會，2002 年 5月 20至 24日於美國



 

加州舊金山所舉辦之「社會創新及新經濟」(Social Innovation and the New 

Economy)會議，2003 年 10月 7至 8日於義大利羅馬(Rome)所舉辦之「都市貧民

區企業精神與經濟發展」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istressed Urban Areas)國際研討會，2003 年 12月 19及 20日又於義大利特倫多

(Trento)舉辦「從合作社到社會企業」(From Co-operative to Social Enterprise)國際

研討會。這些研討會資料，陸續收錄於 OECD之出版品，如《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s)(OECD,1999)及《變革經濟中的非營利部門》(The Non-profit Sector in 

a Changing Economy)(OECD,2003)。 

1999 年 OECD所出版《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s)一書，係研究社會企

業相當重要的代表作。本書起源自 1998 年及 1999 年 OECD 所執行的「地方經

濟與就業發展」(LEED)方案，並以參與此方案的 OECD的 15個會員國作為分析

個案，包含：比利時、義大利、芬蘭、法國、西班牙、德國、葡萄牙、愛爾蘭、

英國、瑞典、奧地利、美國、加拿大、紐西蘭及墨西哥，由顧問 Antonella Noya

及 LEED方案所屬單位「社會凝聚力及經濟福祉」(Social Cohension and Economic 

Well-being)首長 Genevieve Lecamp 兩人共同主筆。 

該書首先指出，社會企業在 OECD 各國往往呈現出不同的意涵，因此，社

會企業仍欠缺共同接受的定義，然而，過去幾年社會企業的浮現與擴張，已經證

明此種新類型不可忽視的重要性。而社會企業與傳統非營利組織最主要的差異點

在於，社會企業具有企業的外貌，與國家保持一定距離的自主性，並且能夠提供

創新服務，以回應國家與市場的雙重失靈。 

第二重點在於說明社會企業的起源，其指出社會企業的浮現及發展，與社

會經濟部門的快速成長息息相關，而社會企業的浮現主要在於回應市場及福利國

供給不足的危機，也包含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及增加社會與社區服務的需求。 



 

第三重點在於說明社會企業的參與者，除扮演關鍵角色的管理者外，志工

及贊助者亦相當重要。除成本考量外，志工參與社會企業的重要意義在於，可確

保社會企業的非營利性質，並強化政府與顧客對於社會企業的凝固關係與信任

度；而對於管理者而言，則強調社會企業家需要許多訓練方案，以確保品質。 

第四個重點在於說明社會企業的組織類型，有鑑於作為分析個案的 15個會

員國差異性甚大，故採取個別國家論述方式，以比利時作為起頭，墨西哥為結尾。

經研究 15 個會員國社會企業的共同特質，可以歸納出兩個類型，包含以財源為

主的社會企業，及以公益導向的社會目的企業。 

結論部分則將社會企業所可能面臨的挑戰，區分成五大範圍，包含：（一）

新的部門的活動，在開始階段往往難以獲利；（二）由於需求過度分割，且高度

集中於地理的、種族的及社區的單位，而使供給難以標準化；（三）縮減公共預

算使得國家從非營利方案中退縮；（四）經過行政與財政分權化後，中央政府開

始從公共提供中退縮；（五）無論在地方、國家或國際層面，越來越多非營利部

門與私部門合作。此外，並提出社會企業未來發展的三大趨勢，包含：（一）利

用社會企業或社會目的企業，以改善並重構福利國；（二）在未來 10到 20 年內，

新經濟內第三部門（包含社會企業）的專業主義競爭，將會更加激烈；（三）創

造一個新形式的混合經濟，以填補目前公部門及營利部門需求提供的不足，並強

調地方經濟及社會凝聚力。 

2003 年 OECD 所主編出版的《變革經濟中的非營利部門》(The Non-profit 

Sector in a Changing Economy)一書，則是 1999 年《社會企業》一書的延伸。本

書共分成三大部分，共計 11 章。第一部分主要探討非營利部門的現況，第一章

說明「社會企業精神的浮現」乃是歐洲非營利部門發展的新趨勢，而第二章則探

討美國非營利部門的新趨勢，檢視美國非營利部門是否朝向市場整合發展，此兩

章可說是 1999 年 OECD 的 15 國發展經驗的重要歸納；第二部分探討如何經援



 

非營利部門，並說明過程中可能遭遇到障礙與機會；第三部分則對於非營利部門

的發展新趨勢提出評估，並說明可能遇到新挑戰。本書另一貢獻則是在書後提出

詞彙，針對與非營利部門有關的名詞提出界定，其中也包含社會企業(OECD, 2003: 

299)。 

 

貳、歐洲委員會(EC)報告書 

2001 年由歐洲委員會(EC)出版，Borzaga & Defourny主編之《社會企業的

浮現》(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一書，可算是研究歐洲社會企業相當

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本書除導論及結論外，主要包含兩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歐

洲 15 個國家社會企業的發展現況，第二部分則從理論觀點析探社會企業的內

涵。該書導論副標題為：「從第三部門到社會企業」(from third sector to social 

enterprise)，一開始就彰顯歐洲社會企業發展的重要性。該書主要論點在於強調，

歐洲各國面臨結構性的失業問題與政府赤字等問題，故探討第三部門該如何協助

政府加以解決。該書認為社會企業起源自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及非營利部門

(non-profit sector)，而兩者間最大的差異在於，社會經濟之利益可以分配，而社

會企業因係屬第三部門，故利益不得分配(OECD,1999; Borzaga & Defourny,2001: 

8-10)。然而，因為這兩個名詞定義過於廣泛，本質上也較為靜態，因此並無法

精確地描述社會企業的內涵，故社會企業必須重新加以定義（Defourny,2001: 

16-22；OECD, 2003: 42；陳金貴，2002: 42）。基於前述兩種指標，歐洲委員會

認為社會企業乃是合作社(co-operatives)與非營利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的

交叉點(crossroad)，其中合作社包含勞動者合作社 (workers’ co-ops)及使用者合作

社(users’co-ops)，而非營利組織包含生產型非營利組織(production oriented NPOs)

及倡議型非營利組織(advocacy oriented NP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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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nis R. Young(2003B: 229-231)認為《社會企業的浮現》是一本相當具有

經驗及理論貢獻的書。本書除檢驗西歐 15 個已開發國家社會企業的發展經驗

外，亦將關注焦點鎖定管理議題及所可能面臨的挑戰，透過本書，將有助讀者瞭

解非營利部門的企業化活動，並瞭解社會企業的意涵，及其與非營利組織的關

係。該書從五個要素界定社會企業的內涵，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其指出歐洲

與美國社會企業發展的最大差異在於，歐洲將合作社視為社會企業的一環，惟此

合作性必須受到利益不得分配之限制。事實上，該書作者試圖連結美國非營利部

門概念與歐洲社會經濟的理念，並將社會企業與傳統上與政府關係過份緊密的非

營利組織做區隔，例如，該書認為這些「新的組織形式」（指社會企業）皆隸屬

於第三部門，但更具有企業性。然而問題在於，社會企業是否需要一個新的結構？

或者社會企業只是非營利部門的新類型？Young認為，社會企業不僅只是一種新

類型，其發展經驗將有助於重塑或改善非營利組織（也包含合作社）的董事會，

例如，該書分析歐洲社會企業所面臨許多管理上挑戰，這些挑戰包含：如何塑造

一個支持性的法律或管制環境；如何確保產品與服務的品質；如何讓技術與工作

能力的升級；如何吸引管理專家；如何支持、經援或發展網絡或合作社；及如何

建立一個適當的治理結構，上述關注的挑戰，對於美國或其他地區非營利組織的

研究皆相當有幫助。 

而在理論層面，該書對於非營利組織的員工提出一個混合的獎酬，以面對

人力資源管理上的挑戰，管理者應該提供員工更多的訓練及發展投資，以強化社

會企業的誘因結構，進而達成組織的社會使命。特別的是，社會企業認知的誘因

結構若要能成功運作，其必須調和利害關係人間的利益衝突，比如員工、外部的

利害關係人、管理者及消費者等，也就是將社會企業視為一種誘因結構，社會企

業的制度特徵所形成的誘因系統，將有助於克服集體生產與服務所產生的問題，



 

此種制度論觀點所形成的組織形式，可為其他非營利組織所學習。該書另一個重

點在於論述社會資本對於社會企業運作上的重要性，其重要論點在於從社會資本

的依賴與發展兩種角度，論述社會企業的內涵。首先，因為社會企業更容易與志

工及社區建立關係，故社會企業比其他類型的創投模式，更具有競爭上的優勢；

其次，社會企業有助於建立社會網絡及社區。Young認為，對於尋求市場定位的

非營利組織管理者而言，上述論點提供相當重要的策略觀。 

 

 

 

 

 

 

 

 

 

 

 

 



 

 

第二節  文獻探討二：核心議題探索 

本節主要分析社會企業的關注議題，而為契合研究問題的核心，故焦點集

中在本研究所關注的三項學術困境，包含認同困境、認知困境，合法性困境，及

分析社會企業在台灣應用所面臨的實踐困境。 

 

壹、就認同困境而言 

認同困境關注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為何浮現？換言之，到底社會企業

到底是「師法企業」或「師法非營利組織」？本節首先檢閱重要著作，其次檢閱

研究焦點，包含社會企業的興起背景及其解釋理論。 

一、重要著作 

（一）Antonio Thomas 

2004 年 Thomas 在《志願與非營利組織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Voluntas)中，探討義大利社會企業的興起。 

Thomas 引伸 Defourny(2001)的概念指出，社會企業乃是第三部門的要素之一，

並且常被稱之為非營利組織或社會經濟，社會企業發展出一種全新精神的企業樣

態，而社會企業的起源代表從傳統福利系統，轉變為混合系統的過程，而義大利

的社會合作社，則為社會企業所涵蓋（如圖 2-1）(Thomas, 2004: 246-247)。故

Thomas的論點主要目的在於釐清社會合作社、社會企業與第三部門間的關係。 



 

 

圖 2-1 社會合作社的位置圖 

資料來源：Thomas, 2004: 247。 

（二）Victor A. Pestoff 

1998 年 Pestoff所著《超越市場與國家：社會企業與福利社會中的公民民主》

(Beyond the Market and State: Social Enterprise and Civil Democracy in a Welfare 

Society)一書中，則可算是社會企業北歐經驗的代表作。Pestoff 從英國工黨首相

布萊爾的綠皮書「福利的新契約」(New Contract for Welfare)出發，探討在「利害

關係人民主」(stakeholder democracy)下，所造成的福利國危機；此外，Pestoff

亦探討造成瑞典福利國危機的五項要素，包含識型態、政治、財政、經濟及人口。

在此趨勢下，Pestoff提出「從福利國到福利社會」(from the welfare state to a welfare 

society) 的觀點，而社會企業就是此種觀點下的產物。社會企業乃是具有社會價

值的合作社及志願服務組織(Pestoff, 1998: 12)。瑞典因為民營化及契約外包導致

社會企業的蓬勃發展，社會企業變成公共服務的重要替代者，社會企業並非以利

潤極大化為目的，其提供員工更多的就業機會，更多的公民參與，及更具有社會

社會合作社

社會企業

第三部門

社會經濟組織（歐洲）
非營利組織（美國） 



 

目的的廠商，因為社會企業具有清晰的社會目標，因此其最大的優勢在於能夠在

員工及案主/或顧客間產生信任感；而 Pestoff認為社會企業二項重要貢獻，首先，

社會企業可以讓工作更加豐富化，並提供與福利服務有關的變革；其次，在提供

社會服務的過程中，可以發現更多的合作的夥伴(Pestoff, 1998: 16-19)。 

二、研究焦點 

（一）社會企業的興起背景 

1.就歐洲社會而言 

Borzaga & Santuari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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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zaga & Santuari, 2003: 34-40)；而 Pestoff提出「從福利國到福利

社會」(from the welfare state to a welfare society) 的觀點，社會企業就是此種觀點

下的產物(Pestoff, 1998: 12)。 

2.就美國社會企業而言 

Helmut K. Anheier認為，美國非營利組織的發展，與美國的政治歷史發展

息息相關(Anheier, 2005: 21)；Salomon & Anheier認為，美國對於非營利部門的

認知與其文化息息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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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omon & Anheier, 1997)；而 Berry & Arons則認為，促使美國 NPO快速成

長的重要因素為 IRS 之 501c3s(Berry & Arons, 2003: 7)；Dees, Emerson & 

Economy(2001)則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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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歐洲社會企業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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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theory)、社會資本理論(social capital theory)及整合理論(integrated 

theory)（Borzaga & Defourny,2001: 23-24)。 

2.就美國社會企業而言 

針對美國社會企業理論提出完整論述者，當以 Helmun K.Anheier & Avner 

Ben-Ner共同主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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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theori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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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holder theories)、企業家理論(entrepreneurial 

theories)及夥伴理論 (partnership theories)，而替代理論則包含組織行為理論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及比較觀點(Comparative Perspectives)等，這些

論述並部分收入 2005 年 Helmut K. Anheier的《非營利組織：理論、管理及政策》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ory, Management, Policy)一書中。 

 

貳、就認知困境而言 

認知困境關注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的組織特質為何？因為歐美各國社

會企業的法律地位及組織類型差異性甚大，故研究尚未定調，造成社會企業內涵

相當模糊，缺乏一致性概念。對此問題，研究焦點在於探討歐美社會企業的現況



 

及其組織特徵。 

一、重要著作 

（一）Dennis R. Young 

2001 年 Young 在《非營利管理與領導》(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

期刊中，對於社會企業內涵提出界定。Young認為，清楚且一致的組織特性，乃

是非營利組織能夠成功地設立長期策略，與選擇決策結構的關鍵因素，其並據此

檢驗四種類型的非營利組織，包含：贊助型基金會(grantmaking foundations)、聯

邦募款組織 (federated fundraising organizations)、非營利學術中心 (nonprofit 

academic centers)及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s)。其中 Young認為社會企業包含兩

種界定方式，其一為對於社會公益有所貢獻的企業，另一為非營利組織透過商業

化手段賺取盈收。而依據此兩種界定方式，社會企業的乃是一個連續體的組織，

並可區分成三種組織型態，包含：企業慈善(corporate philanthropist)、社會目的

組織(social purpose organization)，及兩者之間的混合組織(hybrids)。 

就企業慈善而言，社會企業乃是指營利企業使用其部分資源，用以促進社

會善因，或以特定方式提升公共財。然而，C. Smith認為，企業慈善組織在本質

上，仍舊是賺取利潤的企業，其所從事的慈善活動，例如提供補助、鼓勵公司員

工擔任志工，或與非營利組織共組聯合創投(joint venture)等，皆只是企業的一種

策略選擇，故企業慈善乃是一種「策略性慈善」(strategic philanthropy)(Smith, 

1996)，換言之，企業所從事的慈善活動，就長期而言，對於員工生產力、公司

產品的行銷，及提升公司的社會形象，皆將有所助益(Young, 2001: 152)。因此，

如果企業清楚界定自己是一個企業慈善組織，則其策略選擇將會相當清晰，其將

採取事業體，而以慈善活動作為促進公司生產力的手段。而對於企業慈善活動的

管理，則可以全面適用一般營利企業的規定，在此企業慈善組織中，不論員工或



 

董事會，皆與原企業體一樣，無須另外成立另一組織，總之，企業慈善乃是依據

「開明的自利」(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作為運作準則(Young, 2001: 152)。 

就社會目的組織而言，社會企業乃是一個致力於達成某些社會目的的組

織，其乃是由使命所驅使，而非為賺取利潤，而企業活動所得到收入，乃是用以

支持使命的策略性手段。例如，女童軍販賣餅乾除了盈收外，尚兼具訓練及教育

功能。社會目的組織被視為非營利組織，事實上，長久以來，非營利組織的收入

即包含商業收益，例如 Henry B. Hansmann在 1980 年就提出「商業的非營利」

(commercial nonprofits)，其係指這些組織長期依賴商業收入作為永續發展的收

益，例如大學收取學費，醫院收取病患醫療費用或保險費(Hansmann, 1980 , 

1987 )；E. Skloot指出，近年來，非營利組織越加依賴市場收益，以支持其與使

命有關的服務(Skloot,1988)，尤其是當其他收入日趨匱乏，比如慈善捐款及政府

補助大幅度降低時，非營利組織同時從事與使命有關及與使命無關的商業活動

(Salamom, 1999; Weisbrod, 1998)。不論何種途徑，社會目的組織堅持使命優先，

並將賺取利潤視為使命達成的手段，此種優先順序與企業慈善剛好相反。社會目

的組織的治理董事會必須能夠回應與使命有關的社會利益，並有能力達成；其員

工對於社會問題具有專業能力及敏感度；志工之所以參與，乃是基於此企業能夠

對社會公益有所貢獻，而非增加其私人財富 (Young, 2001: 152-153)。 

就混合型而言，近年來許多具有雙元目標(dual objectives)的企業體開始浮

現，例如 Ben & Jerry的「自製冰淇淋」(Homemade Ice Cream)及「美體小舖」(Body 

Shop)。混合型並不以利潤極大化為目的，並依擁有著對於收入及社會利益的認

知，而選擇最適當的組合方式，雖然混合型與企業慈善相當類似，但兩者間的差

異在於，企業慈善基於社會形象而支持公益活動，並採取企業經營策略；而混合

型考慮點就較多，其必須先在社會善因與私人利益間取得平衡，並據此決定最適

合的結構及策略，如果社會善因較強，則混合型的領導者可能希望採取非營利形



 

式，如此可以得到稅捐優惠、慈善捐助及志工參與；相反地，如果私人利益誘因

較強，則混合型領導者則可能希望維持營利企業的結構，並在市場壓力日增的環

境內，盡力維持達成社會需求的原則，然而長期以往，此種狀況將恐將失序，屆

時混合型組織將會逐漸朝向企業慈善發展。 

無論採取何種形式，混合型的董事會及員工，都必須兼具企業及社會議題

的敏感度與技巧，如果採非營利形式，志工、員工及董事會成員，都較傾向採取

商業與慈善混合收入的形式；若採取營利形式，則必須同時兼顧從市場收益中，

滿足財政及社會利益(Young, 2001: 153-154)。總之，Young研究發現，無論是何

種個案，並無固定或唯一的界定方式，每一個個案都有其他替代解釋的可能性，

因此，Young建議對於組織特性的驗證，必須成為未來非營利組織發展的重點。 

（二）Raymond Dart 

2004 年 Dart在《非營利管理與領導》(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

期刊中，探討社會企業的合法性問題。Dart認為社會企業與傳統非營利組織的差

異在於，社會企業乃是「類商業」的組織，Dart 從制度的觀點(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而非傳統經濟概念加以探討，而依據M. Suchamn在 1995 年所提

出的合法性模型(typology of legitimacy)，Dart從「道德合法性」(moral legitimacy)

的概念，用以檢驗社會企業的起源及演化過程的明顯差異，Dart 除驗證 OECD

對於社會企業概念的界定外，同時將研究重點聚焦在較為狹義的商業及產生收益

的範疇。最終，Dart將社會企業視為一種新的制度，並認為可以與經濟理論相互

匹敵(Dart, 2004A)。 

再者，Dart 在《非營利與志願部門季刊》(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中認為，非營利組織「類商業」的發展趨勢，對於學術研究、政策及

社區實務界而言，其重要性日漸增加，但目前仍欠缺系統的檢驗資料，因此，



 

Dart透過深度訪談的方式，檢驗一個加拿大的人道服務組織，Dart認為，類企業

化的非營利組織，至少可以從四個範疇加以驗證，包含：方案的目標、方案服務

傳送、組織管理，及組織的用語(Dart, 2004B)。 

（三）J. Gregory Dees 

1996 年 Dees在哈佛大學商學院所出版之《社會企業光譜：慈善到商業》(The 

Social Enterprise Spectrum: Philanthropy to Commerce)個案集，對於社會企業的內

涵提供相當重要的論述基礎，此觀點又陸續出現在 1998 年及 1999 年 Dees的相

關著作中。社會企業光譜係從交叉補貼(cross subsidize)的觀點，詳細闡述社會企

業的功能；此外，社會企業光譜依據主要利害關係人與非營利組織的關係，將社

會企業區分成三個類型，包含純慈善的(purely philanthropic)、混合的(hybrids)及

純商業的(purely commercial)三種類型的社會企業(Dees, 1996；1998；1999: 147； 

Dees , Emerson & Economy,2001: 15; 陳金貴，2002：45；江明修  審訂，2004A： 

93)。 

（四）Hedy E. Sladovich 

1991 年 Sladovich所主編之《再造視為社會企業》(Engineering as a Social 

Enterprise)一書，主要從三個觀點觀察社會企業，包含：系統觀點 (systems 

perspectives)、組織觀點(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s)，及實務者的觀點(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s)。系統觀點係以工程師(engineers)角度觀察社會企業與社會技術系統

(sociotechnical system)間的整體關係，包含歷史觀，及社會與技術次級系統間的

動態互動關係；組織觀點主要從企業與政府這兩個次級組織系統，觀察面臨挑戰

時所可能採取的對應策略；而實務者的觀點主要探討實務工作者面對社會壓力

時，如何回應特定的社會服務傳送。 

Lynwood Bryant認為，《再造視為社會企業》一書揭櫫再造乃是社會企業的



 

基礎要素，社會企業乃是社會技術系統的一環，並據以指出系統核心的不確定性

(Bryant, 1992: 846-848)。 

二、研究焦點 

（一）社會企業的現況 

針對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現況，以 OECD(1999)出版之《社會企業》，及

Borzaga & Defourny(2001) 主編之《社會企業的浮現》兩本著作最為詳細。OECD

針對參加 LEED方案的 15個會員國，採取跨洲界方式，分析各國社會企業的發

展現況，除歐洲外，包含美洲之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及南半球之紐西蘭；

而 Borzaga & Defourny則以歐洲 15國為主。在跨國研究中，各國社會企業的法

律地位成為關注的重點，有關社會企業的法律地位，大致可以區分成二種型態： 

1.賦予社會企業法律地位 

比利時的社會企業係指社會目的企業(social-purpose enterprise)，而 1995 年

通過的社會目的企業法，對於社會企業的法律狀態，提供相當重要的里程碑。該

法將社會企業區分成兩大類型，其一為非營利社團(non-profit associations)，另一

為與公司組織無異的商業企業。 

義大利社會企業最主要的解釋概念為「社會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s)，

在 1991 年通過社會合作社法中，對於既存發展良好的社會合作社提供法律地位。 

法國社會企業主要係由社會經濟演變而來，包含兩種類型：第一種類型之

目的在於透過此種途徑，提供讓更多人更易接近的集體服務，包含提供工作整合

機制的社會企業、中型社團、地區性社團，及社會目的企業；第二種類型則是社

團及合作社。在上述類型中，以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最為重要，依據



 

1989 年 3月 31日所制定的法律，對於因為特殊困難的失業人員，提供工作整合

機制的社會企業給予這些人不超過二年的臨時工作機會，一些社會企業家則透過

企業概念，為這些特別難以就業的人員創造工作機會。而有關法國社會經濟組織

的法律形式，如表 2-1。 

表 2-1  社會經濟組織的法律形式 

 社團 基金會 互益組織 合作社 

性質 社會 信託 友誼社會 合作 

動機 非營利 非營利 營利 營利 

服務傳送 有 無 有 有 

受益者 有 無 無 無 

主要關係人 會員 捐贈者 會員 員工 

治理 單方關係人 信託董事會 單方關係人 單方關係人 

主要財源 會費及志願主義 捐贈 交易 交易 

利益分配 無 無 無 有 

資料來源：Lindsay & Hems, 2004: 267。 

西班牙甚少使用社會企業一詞，社會企業的法律地位與勞動合作社、聯合

控股公司、基金會、社團、股票公司等有關，而其共同特質是其非營利目的；而

在組織形式方面，西班牙則採取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形式，其中以生產

合作社及私人有限公司最常被採用。 

葡萄牙社會企業採取許多不同的法律形式，包含合作社、社團、基金會及

推動社會團結的私人機構。1996 年葡萄牙政府通過「社會就業市場」(Social 

Employment Market)方案，透過跨大整合經濟活動的方式，用以增加或強化社會

企業的生存能力 



 

奧地利社會企業的組織形式包含社團、合作社及非營利社區企業。而這些

社會企業有關的政府方案為 1983 年設立的 Aktion 8000，此方案於 1996 年又分

割成兩個次級專案，包含「非營利部門就業」與「第三部門就業專案」。 

美國社會企業通常用以指涉商業化的社會目的企業，比如社會目的企業

(social purpose business)、社區型企業(community-based business)，及社區福利企

業(community wealth enterpris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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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t, 2004B; OECD, 1999: 40)。美國社會企業在原則並不享有租稅特

權，例如美國「國內稅法法則」(IRC)的 UBI規定，僅在例外條件下才予以租稅

減免地位。 

2.未賦予社會企業法律地位 

英國的社會企業並未得到任何特定的法律或稅法承認，他們可能是志願組

織、社區商業、信託、或中型的勞動市場，而合作社在性質上屬於社團(OECD, 

1999)。 

芬蘭很少使用社會企業一詞，並且常與社會廠商(social firm)一詞產生混

淆。芬蘭對於社會企業並無特別的法律規定，僅對於社會經濟中的社團及合作社

有法律規範，其中社團主要依賴志工，而合作社則甚少有志工參與。 

愛爾蘭並未給予社會企業法律上的定義，但在實務上，仍存在具有此社會

目的精神的商業公司、合作社及社團，而大部分的社會企業或社會目的組織是社

團或社區性社團。 

瑞典並不使用社會經濟或非營利部門這兩個名詞，而偏好將社會企業視為

「全民運動」(popular movement)，社會企業的組織類型與其他歐洲國家（指合



 

作社）有相當明顯的差異，其經常採取志願組織的地位。 

（二）社會企業的組織特徵 

1.就歐洲社會企業而言 

歐洲社會企業在剛開始發展時，其法律地位比較偏向社團及合作社，但這

些形式並無法完全符合社會企業的特徵，因為社會企業更偏向社會傾向與強調生

產性。在相關研究中，開始於歐洲委員會「社會經濟研究指標」 (Targeted 

Socio-Economic Research, TSER)方案，並於 1996 年成立「歐洲社會企業」(EMES)

網絡，EMES網絡的研究則不斷地重新詮釋社會企業的原始內涵。EMES主要採

取兩個評量指標，包含企業面(entrepreneurial side)及社會面向(social dimensions)， 

上述企業面指標，在 2001 年出版之《社會企業的浮現」》一書中作了部分修正，

其將「企業面」修正為「經濟」(economic)指標。基於前述兩種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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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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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就美國社會企業而言 

美國社會企業最主要組織特質在於「類商業」活動(Austin, 2000; Brinckerhoff, 

2000; Dart, 2004B; Frumkin & Andre-Clark, 2000; Moore,2000; Weisbrod, 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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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利市場化包含兩種可能的解釋，首先，Neil Gilbert認為，

將此種趨勢是指營利廠商進入「社會市場」(social market)；其次，則是用以解釋

非營利組織從事商業活動，而成為非營利廠商的過程(Gilbert, 1983)。故美國社會

企業包含兩個面向，即企業的非營利化與非營利組織的商業化。對此兩種趨勢，



 

Young認為，其一企業慈善，另一為非營利組織的商業化，而依據此兩種界定方

式，社會企業的乃是一個連續體的組織，並可區分成三種組織型態，包含：企業

慈善、社會目的組織，及兩者之間的混合組織 (Young, 2001)。而對於混合組織

的內涵研究，則以 Dees所提出的「社會企業光譜」最有代表性，Dees依據主要

利害關係人與非營利組織的關係，將社會企業區分成三個類型，包含純慈善的、

混合的，及純商業的三種類型的社會企業(Dees, 1996；1998；1999: 147； Dees , 

Emerson & Economy,2001: 15)。 

 

參、就合法性困境而言 

合法性困境關注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有何貢獻與限制？對此問題，研

究焦點在於先釐清社會企業的活動領域與貢獻，其次，再針對相關活動領域所可

能產生的限制予以析探。 

一、重要著作 

（一）Graeme Lindsay & Les Hems 

2004 年 Lindsay & Hems在《志願與非營利組織國際期刊》(Voluntas)中，以

社會合作社集體利益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d'Intérêt 

Collectif, SCIC)組織形式為主題，探討社會企業在法國社會經

濟中的發展。本文首先論述法國在 1901 年即付予社團(associations)的法律地位，

但此種法律地位面臨法律、財政及文化上的限制，而發展出許多獨特的特質，故

本文研究焦點在於探討，在社會企業家主義(social entrepreneurism)下，所產生獨

特的法國非營利部門。 



 

（二）Eleanor Shaw 

2004 年 Shaw 從品質的觀點，研究英國社會企業之行銷問題，研究主題有

四，包含：機會認知、企業的效果、企業的組織文化、網絡及網絡連結。其研究

指出社會企業的行銷活動，在某一個程度可以將之視為「企業精神」

(entrepreneurial)的展現，Shaw 認為社會企業的確有助於企業行銷，並讓社會企

業的活動更融入社區，但行銷活動可能會產生社會疏離感(Shaw, 2004: 194)。 

（三）Walter W. Wymer Jr. & Sridhar Samu  

2003 年《非營利與公部門行銷期刊》(Journal of Nonprofit & Public Sector 

Marketing)（第 11卷，第 1期），以社會企業做為研究主題，在本期相關論文中，

並未試圖界定社會企業的內涵，反而將重點放在論述社會企業在行銷、捐贈，及

與企業合作方面所遇到的種種問題，其中尤以Wymer Jr.& Samu所論述企業與非

營利組織的合作關係模式最具代表性，渠等從夥伴動機(partner motives)與建立關

係的期望(expectations for establishing relationships)等兩個面向，建構非營利與企

業關係的分析架構。夥伴動機係指經濟動機或偏向非營利的善因動機；而建立關

係的期望則主要以控制權為區分，即由非營利組織或由企業掌控。並據此提出企

業與非營利組織的七種關係類型，包含：企業慈善(corporate philanthropy)、企業

型基金會 (corporate foundations)、許可同意 (licensing agreements)、贊助

(sponsorships)、業務為基礎的倡導(transaction-based promotions, TBPs)、聯合議題

倡導(joint issues promotions)及聯合創投(joint ventures) (Wymer, Jr. & Samu,2003: 

4-16)。 

（四）Rob Paton 

2003 年 Paton 所著之《社會企業的管理與測量》(Manag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Enterprises)一書，主要探討社會企業的績效問題。該書首先指出，社會企

業一詞其實並不完美，社會企業在於反應許多新的發展趨勢，例如創新及動態主

義、企業觀點的散播、混合組織的浮現、及部門間夥伴關係。社會企業一詞有其

雙重性，一方面，它可能可以成為非營利、志願，或第三部門的標籤；另一方面，

社會企業一詞可能過於廣泛，因其也包含合作社及社會目的組織，即使這些組織

並不具有非營利組織的地位(Paton, 2003: 1)。就內容而言，該書包含九章，前二

章說明社會企業績效管理所面臨的組織與政策系絡，第三章則檢閱前二章主題的

既存文獻，第四章至第七章乃是本書的核心，主要重點在於評估社會企業績效管

理的實務現況，其所採取的評估途徑包含績效管理、標竿學習、標記法

(kite-marks)、ISO品質標準，及自我評鑑的品質模式，第八章則提出一個整合分

析架構，用以排列前述的評估技術，Paton首先採取平衡計分卡概念，之後以「汽

車的儀表版」(dashboards)喻象作為整合分析架構的基本概念，最後一章則探討

前述途徑對於理論、政策制定及管理的意涵。 

Stephen P. Osborne認為，Paton所提的「汽車的儀表版」概念，是一個相當

好的諭象，其結論對於未來研究亦相當有幫助(Osborne, 2003: 333)。雖如此，但

Osborne認為 Paton的論述缺乏說服力，其理由有三：（一）Paton長久以來就是

「社會企業」這個概念的忠實擁護者，其認為社會企業來自志願組織、非營利組

織及社區組織，問題在於此種認知具有內在矛盾性，一方面，社會企業將許多不

同性質的部門結合在一起（例如，社會商業組織、預存的(pre-existing)志願組織

及社區團體），而未認知到每一種組織皆有面臨不同的管理挑戰，因此，如同

Kendall & Knapp(1995)所言，社會企業實乃是一個「鬆散且寬鬆的怪物」(loose and 

baggy monster)，將這些不同管理技術併湊在一齊，並無法解決其所面臨的複雜

性問題；另一方面，Borgazo & Defourny(2001)等試圖將不同領域的社會企業歸

納成一種一般性的領域，但對其所面臨管理上的挑戰則是相當含糊不清；（二）

該書的基本假設在於，社會企業的績效管理乃是師法企業，Osborne認同此一假



 

設，過去十年企業模式的確常為其他部門所引用，並有許多不同類型的成功案

例，然而，這並不表示社會企業的績效管理就一定能夠從企業得到成功的啟示，

再者，Paton 自己所選擇績效標準有其侷限性，例如產出資金及最佳價值，在過

去績效管理文獻並未出現或被遺忘；（三）雖然 Paton 也認知到利害關係人模式

的重要性，但其從未將這些重點融入其研究中，績效管理被視為目標管理的活

動，而非眾人所認為價值取向及政策的活動，這是本書相當大的瑕疵。 

Duncan W. Scott則指出，Paton的著作對於評估現存社會企業的績效管理雖

然相當有貢獻，但可惜的是，因為所採用的研究文獻品質參差不齊，所以 Paton

的論點只能說是「逼近」成功(Scott, 2004: 532)；其次，與 Osborne 不同的是，

Scott認為 Paton 論著的理論核心概念是結構主義(constructivism)，換言之，績效

管理就是一種社會結構，因此，Scott 認為 Paton 乃是從結構途徑(constructivist 

approach)觀點分析社會企業的績效管理，但對於 Paton 使用「汽車的儀表版」

(dashboard)作為分析架構則頗不以為然（Scott對於 dashboards的註解是：Heaven 

spare us!），因此，Scott期盼本書再版時，除強化文獻資料外，也希望能將管制

者納入研究範圍，如此本書才能成為績效測量有用的參考書(Scott, 2004: 534)。 

（五）Jerr Boschee 

2001 年 Boschee 所出版之《社會企業資源書》 (The Social Enterprise 

Sourcebook)，將社會企業界定為透過賺取盈收以支持使命的非營利組織。該書

主要內容在於說明 14 個美國社會企業的故事，這些故事雖然很成功，但作者亦

提出警告，他無法保證這些成功經驗未來是否會動搖或消失，也無法保證這些個

案的內容在未來是否會有改變，但至少提供一些可能的成功經驗。至於個案論述

的重點有二，首先，闡述這些個案如何開始？如何成長？及成功的關鍵因素為

何？其次，說明這些案例與母組織間的關係為何？本書淺顯易懂，所提個案相當

適合實務管理者參考。 



 

（六）倫敦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 London) 

由英國下議院通過設立的「倫敦社會企業」，主要係推動由社會企業經營公

共事務的機構，其主要資金係來自「倫敦政府社團」(Association of London 

Government)，並出版一系列有關社會企業的出版物。例如，2002 年所出版之《年

長者醫療與社會照顧的社會企業指引》(Social Enterprise Guide to Health & Social 

Care for the Elderly)一書中，認為社會企業之所以可以介入照顧及醫療產業，主

要因為社會企業可以提供照顧及就業，且可以建立社區優勢，故該書將社會企業

界定為具有企業取向、社會目的，及由社會所擁有的非營利部門；此外，該書認

為社會企業具有六項機會，並針對每一項機會提出操作指引，包含：（一）社區

重建及醫療改善；（二）協調醫療資源；（三）為黑人及少數族群提供特定服務；

（四）提供居家照顧及日托；（五）住宅及額外的服務；（六）公部門服務的外部

化。 

2003 年所出版的《倫敦社會企業 2003 年年報》(Social Enterprise London: 

Annual Review 2003)，則以支持性就業為主題，利用圖文併陳的方式，論述社會

企業在就業與職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功能。 

（七）2004 年社會企業年會(Social Enterprise Conference 2004) 

由哈佛大學商學院、商學院學生組織「社會企業俱樂部」，及甘迺迪政府學

院共同主辦的 2004 年社會企業年會，年會主軸在於強調「採取行動」(take action)

的重要性。本次年會報告商請許多資深實務工作者，針對如何落實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一題發表意見，相關建議策略包含建立企業的

公民精神，非營利組織建立具草根性的創新理念，社區創投，創造高績效的社會

企業文化，透過策略聯盟建立跨部門夥伴關係，挹注非營利組織的企業精神，非

營利行銷的網路策略，及國際整合與發展等等，而核心關鍵在於透過擴大參與，



 

建構良善的社會企業。 

二、研究焦點 

（一）社會企業的活動領域 

1.就非營利組織本身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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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zaga & Defourny, 2001; Borzaga & Santuari,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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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revenue)、契約競爭(contract competition)、新興捐贈

者的影響力(the influence of new and，emerging donors)及社會企業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Eikenberry & Kluver, 2004: 133-135) 

2.與政府協力而言 

歐洲各國由於財政赤字不斷升高，故許多歐洲國家開始透過去中央化、民

營化及服務提供分散化等方式，透過社會企業的介入，降低政府的公共支出，進

而達成削減服務成本的目的，故促發公私協力的興起。 

美國政府透過契約外包方式，與社會企業保持合作關係，Smith & 

Lipsky(1993)將這種關係稱之為「契約政體」(contracting regime)，即公私部門相

互依賴，但卻仍呈現出不平等的關係。從契約協定可以看出政府在補助第三部門

的角色上，扮演較多的贊助者而非協力關係。 

3.與企業協力而言 



 

對歐洲社會企業而言，與企業協力關注的重點在於如何整合弱勢者的工作

機會(Borzaga & Santuari(2003:46)。 

就美國社會企業而言，與企業間的合作關係則相當複雜，Wymer, Jr. & 

Samu(2003)從夥伴動機及建立關係的期望兩個面向，建構非營利與企業聯盟關係

所形成社會企業的類型，依據此兩個面向，企業與非營利組織的關係可以區分成

七大類型，包含：企業慈善(corporate philanthropy)、企業型基金會(corporate 

foundations)、許可同意(licensing agreements)、贊助(sponsorships)、業務為基礎的

倡導(transaction-based promotions, TBPs)、聯合議題倡導(joint issues promotions)

及聯合創投(joint ventures)(Wymer, Jr. & Samu,2003: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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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zaga & Defourny, 2001: 

357-362; Borzaga & Santuari, 2003: 47-51)。Pestoff則認為，社會企業二項重要貢

獻，首先，社會企業可以讓工作生活更加豐富化，並提供與福利服務有關的變革；

其次，可以從服務過程中發現更多的合作夥伴(Pestoff, 1998: 16-19)。 

而美國社會企業，其目的在於希望能夠有助於公民社會的發展，Eikenberry 

& Kluver乃從價值維護(value guardians)、服務與倡導(service and advocacy)，及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Eikenberry & Kluver, 2004: 135-138)等角度加以論述。 

（三）社會企業的發展限制 

對於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限制，由於兩者間性質差異甚大，故可能的限制

亦有所不同。 



 

1.就歐洲社會企業而言 

對於歐洲社會企業的發展，Borzaga & Defourny(2001)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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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morphis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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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zaga & Defourny, 2001: 

363-365)。 

2.就美國社會企業而言 

美國社會企業的發展限制，可以從其活動領域加以觀察。 

(1)使命漂移 

就美國社會企業而言，其的發展面臨許多可能的危機，商業收益可能會使

非營利組織，遠離其原始的社會目標(Dees,1999)；或成為「營利的偽裝」(for-profits 

in disguise)(Steinberg & Gray, 1993)；而商業冒險可能會弱化管理者實踐組織原始

使命 (Gunn, 2004:169)；Young認為，美國社會企業可能會讓非營利組織喪失方

向，換言之，鑲嵌於市場機制中的非營利部門，可能讓會自己變的更加像企業，

而在追逐利益中，迷失原來的社會使命方向(Young,2003A)。 

(2)公益形象 

就美國社會企業而言，由於商業化的核心價值，在於創新與追求利潤，第

三部門受制於外在壓力（營利組織）的競爭，第三部門為面對挑戰，而更需要強

化經營能力，許多學者擔心這種「如果無法打敗它，就加入它」(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的心態，將使第三部門逐漸喪失其公益性(Alexander,1998:275)；



 

而 Christopher Gunn指出，美國媒體經常報導政府的許多醜聞，相同地，第三部

門也有許多醜聞，但因為組織規模較小，故較少受到媒體的親睞，但這些醜聞不

但會遭到大眾以降低捐款方式的譴責，同時也增加政府監督管制的必要性(Gunn, 

2004:7-8)；雖然 B. Shore 將社會企業視為企業促進公共目的的一種福音(Shore, 

1995)，然而，許多分析則抱持懷疑態度，其憂慮社會企業可能會減損非營利組

織的誠信或公信力(Weisbrod, 1988,1998; Young, 2001; Salamon,2003A)；社會企業

可能會使非營利組織喪失公共支持，因為商業化會降低非營利組織的公共性觀

感，進而減損民眾的支持(Young, 2003A)。 

(3)管理層面 

美國社會企業在類商業的過程中，常遭遇許多管理危機，Dees 認為，商業

化過程其實並不容易成功，根據 Dees的研究，在新成立 8 年內，有 70％左右的

社會企業是失敗的，因為許多非營利組織缺乏特定的商業組織技能、管理能力，

及能夠在商業市場成功的可信度 (Dees, 1999)。 

(4)自主性 

就美國社會企業而言，Weisbrod 認為，社會企業雖可強化自主財源，挹注

第三部門實現宗旨，但可能產生過度依賴政府補助的風險(Weisbrod, 1998)；Patti 

Fredericksen 也指出，與政府協力具有一些困境，主要原因在於社區發展組織並

不健全，包含：（一）過於依賴志工，欠缺專業性與永業性的幕僚組織，致使此

類組織生命週期過短；（二）欠缺充分的資金來源，而必須依賴所募集資金多寡

決定計畫的推動；（三）欠缺技術及其他方面的資訊，以致於在社區發展計畫過

程中遭受到許多困境(Fredericksen, 1999: 3；丘昌泰，2000: 385-386)。 

(5)文化與價值衝突 



 

美國社會企業在商業化過程，常常因為價值差異，而造成文化認同困境，

許多非營利組織的成員或志工，並無法認同商業機制與理念，並對於非營利組織

引介企業精神抱持質疑的態度(Dees, 1999)；而 Shaw認為，社會企業的確可以有

助於企業行銷，讓社會企業的活動融入社區，但行銷活動則可能會產生社會疏離

感(Shaw, 2004)。Wymer, Jr. & Samu指出，對企業而言，與非營利組織合作可能

會有三項潛在危機，包含：廠牌的聲譽或形象、市場佔有率，及股東/員工的怨

恨；而對非營利組織而言，與企業合作也有三項潛在風險，包含：信譽/形象受

損、資金減少，及企業支持退縮(Wymer, Jr. & Samu,2003)。 

(6)不公平競爭 

美國社會企業因為受到 IRC 的租稅優惠，故常被私人企業指責為不公平競

爭的標的(Dees,1999: 142-146; Weisbrod, 1988, 1998)；反之，由於非營利組織缺乏

管理人才，在從事商業冒險時，需要更長的時間去監督對於非營利組織本質可能

產生的傷害，而這些壓力都會增加非營利組織的成本，因而更難與私人企業競爭

(Salamon, 1995, 2003)。 

 

肆、就實踐困境而言 

社會企業在台灣由於仍屬萌芽階段，故相關學術研究仍相當缺乏，從文獻

檢閱可以發覺，台灣社會企業研究仍須投入更多的努力。 

在期刊方面，陳金貴教授認為，社會企業呈現出不同的態樣，其內涵亦相

當模糊。對此問題，陳金貴教授指出，若以經濟與社會做為非營利組織走向企業

化的衡量基準，雖可以產生較為寬廣的範圍，但因為不同的社會背景，呈現出不



 

同的名詞和含義，則容易產生混淆；而 Dees , Emerson & Economy 的「社會企

業光譜」並不適用在歐洲的社會企業，因為美國已將企業精神的觀念，融入在非

營利組織中，而歐洲則結合非營利部門和社會經濟，發展出一種包含不同組織型

態的社會企業。因此，陳金貴教授提出以「地域」做為分類標準，將社會企業的

發展區分成兩個美國與歐洲兩個途徑，美國途徑係以非營利組織所擁有的一切為

基礎，再以企業方式來經營，而歐洲途徑係從非營利組織的基礎中創造出新的社

會企業組織（陳金貴，2002: 40-45）。 

在專書方面，除傅篤誠（2002）係屬偏向商業行為的著作外，其餘相關著

作皆為中譯書，就其內涵而言，包含：（一）個案式研究：例如，Burton A. Weisbrod

之《非營利產業》(To Profit or not to Profit: The Commer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Weisbrod,1998；江明修  審訂，2003)及 Alvin H. Reiss之《非

營利創新管理》(CPR for Nonprofits: Creative Strategies for Successful Fundraising,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and Management)(Reiss, 2003；江明修   審訂，

2004B)，其中Weisbrod主要從公共財理論(public good theory)觀點加以詮釋，而

Reiss則是純粹個案介紹，而無理論觀點；（二）經營管理：例如，J. Gregory Dees , 

Jed Emerson & Peter Economy之《企業型非營利組織》(Enterprising Nonprofits: A 

Toolkit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 (Dees , Emerson & Economy,2001；江明修  審訂, 

2004A）、Peter C. Brinckerhoff之《非營利標竿管理》(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Art of Mission-Based Venture Development)( Brinckerhoff,2000；江明修  審訂, 

2004C)、Peter C. Brinckerhoff之《非營利組織行銷：以使命為導向》(Mission-Based 

Marketing: Positioning Your Not-for-Profit 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World)( Brinckerhoff, 2003；許瑞妤  等譯，2004)及 James P. Gelatt之《世紀曙光

－ 非 營 利 事 業 管 理 》 (Manag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Gelatt,1992；張譽騰  等譯，2001)，然而，渠等亦缺乏理論觀點之論

述。 



 

至於博碩士論文方面，目前尚無以社會企業為主題的博士論文，而碩士論

文方面，涉及社會企業概念界定的論文，則包含蕭盈潔(2002)、劉寶娟(2003)、

金玉琦（2003），及許俊傑（2004）等人，渠等論文皆偏向非營利組織商業化之

研究，而未涉及歐洲類型社會企業之探討；此外，其中除劉寶娟兼採量化研究及

質化研究外，其餘論文則主要採取深度訪談的研究方法。 

 

 

 

 

 

 

 

 

 

 

 

 



 

 

第三節  文獻解釋力與分析架構 

本節主要分析相關文獻對於研究問題的解釋力，並據以建構本研究之分析

架構。本研究認為，若想要釐清歐美社會企業的內涵，單面向的研究議題，是無

法涵蓋社會企業的所有問題，惟有建構整體性的分析架構，才有機會一窺社會企

業的全貌，並解決社會企業所面臨的認知困境、認同困境、合法性困境，及實踐

困境。而目前社會企業研究，較具解釋力的分析架構有二，一是《社會企業的浮

現》一書中所建構的分析概念圖，二為 Dees 所提出的「社會企業光譜」(social 

enterprise spectrum)。 

 

壹、文獻的解釋力 

針對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現況，以 OECD(1999)出版之《社會企業》，及

Borzaga & Defourny(2001) 主編之《社會企業的浮現》兩本著作最為詳細。此兩

本著作皆試圖透過跨國比較研究的方式，希望能夠釐清各國社會企業的內涵。

OECD(1999)提出社會企業的初步觀察，其核心主要係以各國法律地位為探討重

點，但因為各國文化及法律背景差異甚大，故所得唯一的結論就是，社會企業的

概念仍舊相當模糊，仍在發展中。故此結論僅能算是沒有結果的結論。OECD最

大的貢獻在於提出社會企業的分析指標，也就是測量社會企業的企業面

(entrepreneurial side)及社會面向(social dimensions)兩項指標，其中企業面指標，

在 2001 年出版之《社會企業的浮現」》一書中修正為「經濟」(economic)指標，

而基於前述兩種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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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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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的浮現」》對於歐洲社會企業研究的最大貢獻在於，其建

構社會企業的分析架構，此項架構係採取光譜概念，呈現出歐洲社會企業發展的

動態性，在此架構中，可以看出歐洲社會企業的共同特質，那就是歐洲社會企業

乃是源起自社會經濟與非營利組織發展的不足，並彰顯社會企業乃是第三部門變

革過程的新產物，該書並認為歐洲社會企業起源的解釋理論有三，包含制度論

(institutional theory)、社會資本理論(social capital theory)及整合理論(integrated 

theory)，制度論係將社會企業視為一種誘因結構，社會資本理論則將研究重心聚

焦在「公民資本」(civic capital)上，其認為社會資本將有助於社會企業同時考量

貨幣及非貨幣的要素，至於整合理論則係一個「理想型」(ideal-type)，其認為社

會企業應包含經濟、社會與政治三個面向。這這三個理論的詮釋內涵皆偏向經濟

觀點，由此可以發現，其所界定社會企業係指社會經濟的非營利化。 

而 Dees 所提的「社會企業光譜」，則是被視為足以解釋美國社會企業內涵

的一種分析架構。社會企業光譜」依據主要利害關係人與非營利組織的關係，將

社會企業區分成三個類型，包含純慈善的、混合的及純商業的三種類型的社會企

業。然而，Dees 的架構相當容易產生誤解，因為若將「純慈善」及「純營利」

解讀為組織型態，依據社會企業光譜所界定的內涵，則很明顯的「純慈善」是指

傳統非營利組織，而「純營利」則是指企業組織，只有兩者間的「混合型」，才

有可能是社會企業的類型，則 Dees 的三種類型，有兩者係非屬社會企業，如此

Dees的分析架構對於社會企業的解釋力將甚低。事實上，若檢視 Dees的原著，

從 1994 年開始提出社會企業光譜這個分析架構以來，Dees 論述的重點在於從「交

叉補貼」(cross subsidize)的觀點，說明捐贈與商業盈收之間，所可能產生的各種

互補關係的組合，因此，對於社會企業光譜內涵的理解，應從社會企業所能產生

的功能角度出發，也就是從交叉補貼角度才較符合 Dees 的原意，也才能真正顯

示出社會企業型態的內涵，換言之，光譜的一端「純慈善」代表社會功能的追求，



 

而光譜的另一極端「純商業」，則是代表經濟功能的追尋，Dees的社會企業光譜

主要從交叉補貼的角度，解釋非營利組織如何因應資源逐漸匱乏的困境，因此，

對於社會企業光譜的理解，在解釋上必須更加精確。 

《社會企業的浮現》自認為足以解釋歐洲的社會企業，而 Dees的「社會企

業光譜」則被視為足以解釋美國的社會企業，陳金貴教授即指出，社會企業光譜

可以做為非營利組織預備朝向企業化發展時，自我定位的考量（陳金貴，2002: 

45）。然而，這兩個分析架構是否可以解釋另一種發展經驗？換言之，可否利用

《社會企業的浮現》所建構的分析架構，詮釋非營利組織商業化趨勢？可否利用

「社會企業光譜」詮釋社會經濟的非營利化趨勢？答案很明顯是不確定的，更精

確地說，解釋力是相當低的。 

主要理由在於，非營利組織商業化與社會經濟的非營利化，其最終混合體

雖皆稱之為社會企業，也被視為「社會」與「經濟」兩部門的融合體，但兩者之

間有著結構性的差異，非營利組織商業化乃是非營利組織「師法企業」下的產物，

而社會經濟的非營利化乃是企業「師法非營利組織」下的產物，在利他主義與利

己主義的衝突下，讓兩種趨勢雖得以交流，但卻難以融合，由於缺乏一個足堪兼

容歐美社會企業兩股發展潮流的分析架構，致使社會企業研究陷入重大困境，這

除說明前述兩項分析架構的限制外，也凸顯歐美社會企業研究的重要性與價值。 

 

貳、分析架構  

對於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目前分析架構並無法充分解釋，且鑑於社會企

業係屬非營利組織研究的新興課題，在缺乏堅實理論支持下，實難採取假設演繹

法加以驗證，爰針對歐美社會企業所面臨的認同困境、認知困境，及合法性困境，



 

依據文獻歸納出三大困境的共同特質，並據以建構分析架構，將最契合歐美社會

企業發展的現況。緣此，本研究即採取歸納法方式，依據問題意識梳釐歐美社會

企業的共同特質，據以建構社會企業的分析架構。 

有鑑於社會企業係屬歐美非營利組織的新趨勢，故社會企業分析架構的建

立，應尋求非營利組織研究的支持。而針對歐美社會企業所面臨的三大困境，則

可以從 Henry B. Hansmann的論點得到啟發。Hansmann指出，非營利組織經濟

理論的研究文獻，大致可以區分成兩個類型，包含非營利機構的角色(role)理論

及行為(behavior)理論。角色理論主要探討的問題包含：為何非營利組織存在於

我們的經濟體系之中？他們執行什麼樣的經濟功能？為何某些特定非營利公司

(nonprofit firms)只出現在某些產業，而非其他產業？為何在這些產業中可以發現

非營利公司的存在？與營利企業及國營企業相比，他們的市場佔有率是否有很大

的差異？行為理論主要探討的包含：非營利組織所追求的目標是什麼？非營利部

門內的管理者與企業家，他們的動機為何？非營利組織與營利企業及政府組織有

何不同？非營利組織與營利企業及政府組織的生產效率有何不同？這些差異應

歸因於非營利形式的何種特殊特質？當然，角色理論與行為理論所探討的問題並

不能夠分開，若想要瞭解非營利公司為何存在於某些產業而非其他產業，我們必

須瞭解這些非營利公司的特徵行為(Hansmann, 1987:27-28; 官有垣、王仕圖，2000: 

45-46)。 

社會企業的認同困境關注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為何浮現？認知困境關

注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的組織特質為何？合法性困境關注重點在於，歐美社

會企業有何貢獻與限制？而從 Hansmann 論點可以發現，認同困境與合法性困

境，相當契合非營利組織角色理論的內涵，而認知困境則相當契合非營利組織行

為理論的內涵。故本研究援引 Hansmann的論點，並依據歐美社會企業三大困境

的實際內涵，將探討歐美社會企業興起的認同危機，其分析架構面向定義為「環



 

境」，而將研究歐美社會企業組織特質的認知困境其分析架構面向定義為「結

構」，最後，則是將探討歐美社會企業有何貢獻與限制的合法性困境，其分析架

構面向定義為「功能」，在此三個面向基礎下，依據「金字塔」概念建構本研究

分析架構，以全面檢視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現況，並驗證社會企業在台灣應用之

可行性。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如圖 2-2。 

 

圖 2-2  本研究之分析架構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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