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歐洲社會企業之發展 

本章擬依據分析架構，從環境、結構，及功能三個面向加以分析。環境面

向分析重點在於探討歐洲社會企業興起的背景及其解釋理論；結構面向分析重點

在於歐洲各國社會企業的現況、比較各國發展的差異，並說明歐洲社會企業的組

織特徵；功能面向分析重點在於歐洲社會企業所採取的發展策略及新趨勢，並析

探這些策略所產生的貢獻與限制。 

 

第一節  歐洲社會企業的環境 

環境面向探討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為何浮現？故本節擬分析歐洲社會企

業的興起背景，及興起背景的解釋理論。 

 

壹、歐洲社會企業興起的歷史背景 

對於歐洲社會企業起源的歷史背景，Carlo Borzaga & Alceste Santuari認為，

依據時間點加以回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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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據 Borzaga & Santuari所論述之內涵

及特徵，本研究將前述三個時期分別命名為「福利國浮現期」、「非營利部門浮現

期」，及「社會企業浮現期」，以下茲分述這三個時期的內涵。 



 

一、福利國浮現期 

直到十八世紀的末葉，歐洲各國政府與非營利部門的關係其實並不密切。

非營利部門內的慈善組織、互助組織及合作社，提供社區對於社會工作、醫療照

顧、住宅及教育等領域的需求，並據此自由地發展。而此時期歐洲各國政府最主

要的職責在於，確保這些慈善組織能夠依據其原始精神或目的執行其慈善目標，

慈善組織依據公益目的而成立，故原則上並不受政府的監督或妨礙。以英國為

例，慈善組織與政府的關係大部分被認為是合作或相互支持，而非衝突或對抗，

英國政府樂於鼓勵慈善組織的成長與發展，其理由除慈善組織可以部分分擔政府

本身的義務外，同時因為此種途徑與當時自由主義的文化相符合。慈善組織在許

多領域從事活動，比如教育、年長者照顧、清寒救濟等等，這些活動尤其在歷經

工業革命後的大城市內更明顯；另一方面，法國社區性社團的興起，其原因在於

對於社會安全的慈善渴望，其主要哲學為共和平等主義所顯現出來的團結概念，

此種團結的原則讓法國得以超越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的二分法。 

至十八世紀末期，歐洲非營利部門的發展受到三件外部事件的重大影響，

因而促使福利國概念的浮現，包含：法國大革命、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及各

國福利系統的形成(Borzaga & Santuari, 2003: 35-37)。 

（一）法國大革命 

開始於十八世紀末期的法國大革命，除英國外，幾乎重新解構整個歐洲，

人們對於慈善組織開始出現懷疑與反感情緒，歐洲的慈善組織（尤其是天主教會）

被認為擁有治外法權，被要求必須降低其在政府與公民以外代表性，依據啟蒙運

動的理念，國家乃是其人民最高與絕對意志的表現，此種意志不容許其他部門的

分割，而公民為了保護其公民權，而願意強化國家的權威。法國大革命隱含個人

的疏離感，中介組織的合法性被否認，只有獨立個人才有自由，而合作社、基金



 

會與社團等社會團體不再擁有自由權，其結果當然是排除慈善組織福利功能的優

先角色，歐陸國家慈善及志願組織的功能逐漸由政府權威所取代。此種途徑因為

意識型態的差異，而在歐陸各國呈現出不同樣態，例如，在法國與義大利，政府

加諸於社團的規範，尤其是從事經濟活動部分，主要目的在於防止天主教會死灰

復燃，重新凝聚其影響力，比如義大利政府明快通過法案，避免宗教及慈善組織

擁有所有權，且未得到國家允許，這些組織不得從事擴展資源的活動，對於非營

利部門的懷疑態度，促使這些部門愈加與世隔絕，而被視為社會與經濟關係的殘

餘部分；此外，義大利政府在某些法案則採取吸納作法，將慈善組織納入公部門

的一環，而由政府直接監督與控制。 

（二）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 

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強調中央高度集權，所有既存的的非營利部門，都

為國家內行政機制所吸納，以德國為例，合作社運動有兩個主要現象，一方面，

保險互助合作社及信用合作社主要服務對象為中產階級，並且運作很成功，這些

合作社在威瑪共和開始擴張，而在納粹主義結束後迅速恢復；另一方面，合作社

運動也與勞動者有關，尤其是住宅合作社，則在納粹主政時間受到迫害。 

（三）普世福利系統的形成 

現代福利國的建立開始於二十世紀初期，然而，從 1940 年代末開始，許多

國家的決策者便開始關注普世福利國家(universal welfare state)的概念化，例如，

國家權威開始在集體及公共財貨與服務的傳送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隨著福利國

系統的演進，非營利部門被迫改變其基本價值，非營利部門的重要性日趨遞減。 

這三個重要事件對於歐洲各國非營利部門的影響仍有差異，例如義大利受

到全部三個因素的影響，而英國則只受到第三個因素的影響。而根據各國發展經



 

驗，可以歸納出幾個重點：第一，大部分的非營利部門改變其原始特質，而為公

部門所取代；第二，部分非營利部門為福利系統所吸納，其雖仍維持私組織的形

式與法律地位，但必須接受行政及官僚的監督，因此喪失自主性；第三，大部分

國家的非營利部門被禁止從事生產性的商業活動，非營利部門只能從事倡議功

能。 

二、非營利部門浮現期 

1970 年代歐洲福利系統開始發生危機，促使學術界開始重視非營利部門的

發展，而此危機給予非營利部門更多的發展空間。 

二十世紀以降的福利國發展經驗，大致可以成三個模式，這些模式與非營

利部門有著不同程度的相關性，雖然並非所有國家皆符合這三個模式，但此種分

類方法有助於解釋自 1970 年代初期為止，非營利部門擴展的差異性。模式一主

要由發展良好的普世福利國家所組成，模式二則是由有限度發展的福利國家所組

成，模式三則係由低度發展的福利國家所組成(Borzaga & Santuari, 2003: 37-38)，

以下茲分述其內涵： 

（一）發展良好的福利國家模式 

發展良好的福利國家同時致力於公共服務提供及金錢津貼（例如退休金、

失業津貼、最低生活津貼等等），瑞典、丹麥及芬蘭都屬於此種模式，而在進行

準市場改革前的英國，也是屬於此種模式。在此模式中，非營利部門幾乎只能扮

演倡議者的角色，換言之，第三部門對於社會與集體服務的直接提供，欠缺明顯

的重要性。 

（二）有限度發展的福利國家模式 



 

在有限度發展的福利國模式中，政府只負責提供金錢津貼，而對於社會服

務的直接提供則缺乏承諾，因此，家庭及傳統的第三部門對於社會及社區照顧服

務的提供，就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這些活動則主要接受政府的補助，德國、奧

地利、法國、比利時、愛爾蘭及荷蘭是此模式的代表性國家。在此模式中，非營

利部門在完善的財政規範下，廣泛地參與社會服務的提供，然而，這也造成非營

利部門對於政府財政與服務項目的過度依賴，政府常透過吸納方式，將非營利部

門納入公共服務政策的一環。 

（三）低度發展的福利國家模式 

在低度發展的福利國家模式中，政府主要給予金錢津貼，且僅提供有限的

社會與社區照顧服務（如教育與醫療），在此模式中，倡議型組織亦不發達。義

大利、西班牙、希臘及葡萄牙為代表國家。在此模式中，社會及社區照顧服務主

要由家庭或非正式網絡提供，非營利部門僅能在特定的領域中提供社會服務。 

從上述三個模式可以發現，非營利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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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若與美國模式相比較，便會發現歐洲的

非營利部門在公共服務提供方面，較缺乏獨立性。 

三、社會企業浮現期 

到了 1970 年代，歐洲的福利系統在財政壓力及組織失能下漸趨崩潰，而經

濟成長衰退及失業率上升乃是造成前述危機的主因。經濟成長衰退致使政府財政

赤字逐年增加，比起過去，政府收入明顯減少，而公共支出則快速擴張，此危機

對於習慣提供失業補助及退休金的國家衝擊更大。面臨此危機，大部分歐洲國家

採取三個步驟的因應方式(Borzaga & Santuari, 2003: 38-39)。 

首先，大部分歐洲國家兼採就業補助改革及組織重構兩個策略，用以減緩



 

或抑止政府提供社會服務的成長，然而，由於傳統總體經濟及就業政策的失靈，

致使歐洲福利國面臨品質與合法性困境的挑戰，而造成此種危機的另一項原因在

於，由於婦女大量投入勞動市場，因而降低家庭提供的非正式協助，使得政府必

須負擔更多的社會服務提供。對此危機，歐洲決策者先試圖改革本身的福利系

統，除逐步降低公共服務提供對於政府預算所產生的財政壓力外，且希望能夠同

時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其作法包含授權地方政府決定執行某些社會政策的方式、

採用價格及關稅機制，及其他勞動與就業市場的改革政策。然而，價格與關稅機

制往往會增加更多的需求，並且降低社會的凝聚力。 

其次，由於政府介入失靈，許多國家開始轉而採取契約外包的方式，透過

契約方式，由私人企業負責服務的提供，政府除免除服務提供的責任外，也使政

府得以卸下財政上重大壓力。此種變革除允許地方政府增加私人生產者的需求

外，也提供非營利部門成長的新空間，由於去中央化的趨勢，地方政府除責任日

趨加重外，也得以更接近民眾的需求，讓更多公民社會的創新理念得以實現，並

使得公共預算更有效的運用，但因為無太多利益可圖，故私人企業對此契約外包

興趣缺缺；再者，傳統勞動政策在此契約外包變革中，面臨失靈的困境，許多勞

工發現，在連續幾年的高失業率環境下，他們很難再重新投入勞動市場，此種現

象在法國、德國及義大利最為嚴重。 

1970 年代以來的政府與市場雙重危機，終於因為非營利部門介入而出現轉

機，在 1980 與 1990 年代間，公共政策轉而開始與非營利部門進行協力

(collaboration)，而由於補助政策明確化，更加強化了 1980至 1990 年代非營利部

門的角色。 

第三，非營利部門經濟規模的增加只是演進過程中的一環而已，不同於傳

統非營利部門形式的新組織悄悄地誕生，這種新組織被稱為「社會企業」。社會

企業與歐洲傳統的非營利部門具有許多差異，社會企業的主要特徵包含： 



 

1.社會企業主要從事生產性與企業行為 

社會企業的主要目標在於提供無法由公部門得到滿足的需求，而非僅是倡

議而已，其必須能夠從事生產性活動，並且尋得經濟支援，因此在成立之初，社

會企業一般採取混合資源的活動方式，這些混合資源除包含捐贈者、志工及政府

補助外，往往更重視市場機能。 

2.對於社會服務的提供採取創新的觀點 

社會企業對於服務提供更加注意標的團體的需求，這些標的團體往往是社

會的邊緣人及失業者。 

3.強調地方觀點的活動傾向 

社會企業與社區建立良好的連結關係，並以符合社區需求為首要目標。 

4. 強調政策利害關係人代表性 

雖然社會企業不分配利潤，但非指主要特徵就是非營利部門的「不得分配

利潤限制」，更重要的界定方式應強調政策利害關係人代表性的差異，及社會企

業的民主控制與管理。 

因此，相較於歐洲傳統的非營利部門，社會企業比較不熱衷於議題倡議，

有更高的自主性，更注意如何創造就業機會，更注重員工參與及自我管理，傾向

區域或微型的組織，傾向創造無法尤其他組織所提供的新服務。 

 

貳、歐洲社會企業興起的解釋理論 



 

依據前述 Borzaga & Santuari(2003)對於歐洲社會企業興起背景的論述可以

發現，在歷經福利國危機後，非營利部門逐漸受到歐洲各國的重視，同時，非營

利部門也逐漸轉型，進而誕生一種新的組織型態，也就是社會企業的浮現。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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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Borzaga & Defourny對於社會企

業的發展理論論述相當完整，爰以下茲採渠等論述方式，檢視社會企業發展理論

的內涵。 

一、制度論 

首對歐洲社會企業理論有所貢獻者，為 Alberto Bacchiega & Carlo Borzaga

所提出之制度論。Bacchiega & Borzaga認為，非營利組織近來發展的重要趨勢：

朝向營利及企業的態度，這種趨勢在美國與歐洲內涵並不相同。美國非營利組織

被認為具有生產者角色，並已經轉變成更趨商業化的型態(Weisbrod,1998)，非營

利組織活動更加市場導向，且透過收取與使命有關的使用者費用，以增加額外的

收益；建立新的補助活動，並與企業共組「聯合創投」(joint ventures)；而在歐

洲非營利組織傳統上較低度發展，且更加依賴於公共政策及倡導取向。而最近發

展則轉向一個更穩定的、持續的，在某些範圍獨立生產社會服務及其他財貨，以

達成整合弱勢員工進入職場的目的。 

對於美國及歐洲發展趨勢的差異，可以透過法律、制度及組織形式加以比

較，美國的法律架構並未改變，其主要差異在於對於目標及組織使命分配程度，

與理念承諾間差異。但歐洲的過程就較為複雜，近來設立之非營利組織不採取基

金會的法人形式，或其他受限於「不得分配利潤」的特質；反之，他們同時採取

「社團」(associations)及「合作社」(cooperatives)兩種類型。兩者都是營利的組



 

織，有時擁有志工，但經常依靠消費者及員工，而「不得分配利潤」通常不是其

最主要的制度特質。傳統上，合作社並不從事社福服務的生產，而社團主要執行

倡導功能而非生產活動。然而，1990 年代後，這兩種制度的法律狀態開始改變，

許多「社會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s) 及「為社會及集體目的之合作社」

(cooperatives for social or collective purposes)被設立；同時，具有生產本質的社團

功能被強化，合作社朝向更公共化，而社團的則更加企業化及生產行為，與傳統

非營利組織比較，新類型組織更加依賴利害關係人的利益。 

對於歐洲各國的差異，傳統經濟理論的不得分配限制，無法充分解釋現在

非營利組織的存在、角色及演變(2003:28)。對於非營利組織角色的轉變，特別是

最近朝向更生產性及企業的行為，我們需要一個新的理論途徑以瞭解此一現象。

因此，Bacchiega & Borzaga建議採取「制度途徑」(institutional approach)加以研

究。其理由有三：（一）必須放棄單一途徑的解釋方式，而應採取更貼近實際服

務提供的假設；（二）對於非營利組織組織需要更一般性的界定：（三）必須從經

濟理論自利及機會主義中解脫，而採取更異質性及複雜效用功能之假設。換言

之，研究焦點必須從不得分配利潤限制，轉向代理人及組織擁有者的行為。

Bacchiega & Borzaga指出，雖然社會企業就生產功能而言，可以視為一個「廠商」

(Firm)，然而，無論是新古典理論(neo-classical theory)的價格(price)解釋途徑，抑

或其他經濟學理論，例如 Hansmann信任相關理論或Weisbrod的公共財理論，皆

無法真正解釋社會企業的內涵，因為前述經濟理論並無法解決因為資訊不對稱所

造成之市場失靈，因此，Bacchiega & Borzaga認為，唯有將社會企業視為一種誘

因結構 (incentives strctures)，才能解釋社會企業的真正內涵 (Bacchiega & 

Borzaga,2003: 27)。 

誘因結構包含「薪資」(wage)及「自由度」(degree of freedom)兩個面向。就

薪資而言，此種誘因結構乃是由貨幣(monetary)的及非貨幣(non-monetary)的因素



 

所混合組成，雖然社會企業的薪資一般低於營利部門及公部門的薪資水準，然

而，社會企業之所以仍可吸引人員持續性地投入，主要理由在於社會企業提供企

業與政府所欠缺的非貨幣誘因，也就是提供員工實踐社會目標的可能性，而社會

目的性乃是社會企業最主要的特質，此種特質常成為激勵員工的重要手段；再

者，透過利益不得分配之限制，除可避免貨幣誘因可能產生的投機行為外，反而

讓員工有機會選擇「自我實現」(maxim in itself)的機會，因此，對於社會企業而

言，利益不得分配並非限制，反而是促使社會企業得以從社會經濟轉型為第三部

門的契機；其次，就自由度而言，社會企業對於工作內涵，採取「低度權威」

(low-powered)的誘因結構，其允許工作人員有極高的自由度決定自己的工作內

容，雖然直接參與的利害關係人相當多，但在共同社會目標的指引下，透過民主

與開放管理(open management)，社會企業足以整合目標衝突的不同領域利害關係

人。是以，透過誘因結構的制度設計，社會企業得以平衡組織社會目標與控制權

及市場特質間的歧異，進而提供生產及集體服務(Bacchiega & Borzaga,2001: 

286-291;  Defourny, 2001: 23)。 

二、社會資本理論 

A. Evers提出一個社會企業多元目標與資源結構的社會政治分析，此結構就

是目前相當盛行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概念。Evers的論述包含三個重點：

（一）先界定社會企業的內涵；（二）說明在社會企業混合資源的結構中，社會

資本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三）從社會資本及公民承諾(civic commitment)的角度，

釐清社會企業的政策意涵。 

雖然有關社會資本界定的研究經相當多 (Coleman, 1988; Putnam, 

1993,1995,2000)，Evers則將研究重心聚焦在「公民資本」(civic capital)上，在此

基礎上，強化了社會資本在政治因素上更廣闊的角色，此角色的主要功能除在於

創造信任外，也可以形塑社會中團體或社團的發展趨勢及行為，因此，社會資本



 

被視為公民社會發展程度的指標，並作為公民承諾及審視經濟發展與治理的重要

途徑；其次，除私人捐贈及志工參與外，第三部門應當建立混合的資源支持結構，

如非市場的收入及政府補助，而社會資本將有助於第三部門（社會企業）同時考

量貨幣及非貨幣的要素，非貨幣要素包含信任、社交(sociability)、對話的意願

(readiness for dialogue)，及合作(co-operation)；第三，社會企業不應該將眼光僅

限縮在經濟及社會目標上，而應採取更廣闊的眼光討論提供公共財的活動，而社

會資本建立(social capital-building)乃是第三部門重要的目標之一，其有助於提供

公民關懷及對公共財與民主反應的透明度，因此社會資本的建立，將成為社會企

業相當重要的目標，且在政策制定上，應獎勵社會企業建立社會資本(Defourny, 

2001: 23; Evers, 2001:296-309)。 

三、整合理論 

第三個理論乃是由 J. L. Laville & M. Nyssens所提出的整合理論(integrated 

theory)，渠等提出一個「理想型」(ideal-type)社會企業的整合理論，試圖包含經

濟、社會與政治三個面向。Laville & Nyssens首先論述擁有者的結構如何影響社

會企業的目標，然而，為避免社會企業的目標過度依賴不同類型的擁有者的理念

或價值，渠等因此提出三個建議：（一）第三部門屬於利害關係人而非投資者；（二）

社會企業的目標在於服務社區；（三）社會企業並非單一的擁有者模式，其結構

的特質傾向於反應及促進社會服務的內涵；其次，Laville & Nyssens 論述社會企

業與社會資本的關係，其認為社會資本有助於降低交易及生產成本，且社會資本

本身就是目的，而社會企業的功用在於，有助於推動作為民主化要素的社會資

本，且可以調整及重塑社會資本的特定樣態，因此，若透過社會資本降低交易成

本，社會企業將可以強化集體的外部性，而管理者應強化社會企業的合法性及自

主性，以回應內部及外部眾多障礙因素的挑戰，其中內部因素包含職工及志工，

而外部因素包含社會、政府決策者及消費者，而歐盟許多國家則透過立法途徑，



 

以 強 化 社 會 企 業 的 合 法 性 (Defourny, 2001: 23-24; Laville & 

Nyssens,2001:313-328)。 

 

 

 

 

 

 

 

 

 

 

 

 

 

 



 

 

第二節  歐洲社會企業的結構 

結構面向分析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的組織特質為何？故本節重點在於探

討歐洲各國社會企業的現況、比較各國發展的差異，並說明歐洲社會企業的組織

特徵。 

 

壹、歐洲各國社會企業的現況 

據 OECD(1999)的研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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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研究則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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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關係最密切者以英國及奧地利為

代表，本論文稱之為「緊密型」；而與政府關係最疏離者則以瑞典為代表，本論

文稱之為「疏離型」；介於兩者之間者，本論文稱之為「混合型」。 

一、緊密型 

（一）英國(United  Kingdom) 

英國社會企業主要目的在於整合弱勢人員回歸就業市場，這也是工黨布萊

爾政府的重要福利政策。與其他歐洲國家不同的是，英國社會企業偏向由政府所

資助成立，例如倫敦社會企業，而歐洲其他國家社會企業則獨立於政府之外；再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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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包含社會合作社及社區服務合作社。社會合作社又可區分成兩個類

型，其一為提供弱勢團體社會服務，另一則為提供弱勢團體工作機會，而這兩類

型組織員工的薪資主要由政府補助；社區服務合作社則日漸蓬勃發展，尤其在地

區性社區層級的服務提供方面。 

（二）奧地利(Aust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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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tion 8000讓 4萬 5千個弱勢人員有機會接受職業訓練或短期工作，並讓

其中一半人員有找到穩定性工作的機會，本方案財源主要由國家支持。 

二、疏離型 

瑞典(Swed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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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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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政府與私

人企業分別扮演促進者與工作創造者角色，在就業方面並未釋出很多空間，故瑞

典的第三部門很難宣稱自己本身具有創造就業的能力。然而，1980及 90 年代的

嚴重失業問題改變了這種狀態，地區性合作發展機構 (local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gencies, LKU)的出現，開始強化第三部門在就業領域的功能，每一

個獨立的 LKU包含許多地區性組織，例如消費者合作社、農夫、民宿、保險、

政治組織、工會及志願組織等，其主要工作領域在於城鄉社區的發展，而其方案

的焦點在於特定組織，包含長期失業者及身心障礙者(OECD, 1999: 37)。 

三、混合型 



 

（一）比利時(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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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機構對其採取相當嚴格的財政管理策略，以整合這些組織的目標；另一為與公司

組織無異的商業企業。事實上，社會目的企業法對於商業企業更具吸引力，因為

只要依該法申請為社會企業，則將有享有政府補助。任何商業企業如何符合該法

以下條件，就可以申請為社會目的企業：（一）企業合夥人同意不以追求利益或

僅追求有限的利潤；（二）企業必須界定明確的社會目標，且該目標不得讓企業

夥伴牟取任何間接利益；（三）企業保留盈餘的政策必須能反映其社會目標；（四）

企業必須提出特定的年度報告，指出其將如何達成福利目標，包括投資消費的資

訊、運作成本及員工的薪資；（五）必須承諾任何員工若工作年滿一年，就可以

成為企業的合夥人；（六）任何員工一旦離職，便喪失合夥人地位；（七）企業若

經過清算，其剩餘分配必須符合企業的福利目標，而在實務上，則將清算結餘贈

與給其他社會目的企業）(OECD, 1999: 17-18；丘昌泰，2000： 367)。 

（二）義大利(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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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認為這些組織的目標在於透過人力提升及公民的社會整合，以利將利潤

挹注入社區。社會合作社可以區分成 A及 B 兩種類型，A型合作社負責管理社

會、醫療及教育服務，其提供不同標的團體服務，例如老人、未成年、殘障、吸

毒成癮者、流浪漢及來自歐盟以外的新移民；B型合作社則透過一段時間的在職

訓練，讓弱勢團體勞工得以重回勞動市場。依據該法規定，每一個 B 型合作社

至少必須雇用 30％弱勢勞工，若符合此一條件，該法則提供稅賦減免優惠，或



 

者能得到政府補助。 

Taylor & Bassi認為，A型合作社專業工作者所組成，其主要活動在於參與

義大利的契約外包，而 B 型合作社為典型的志願團體及案主團體，其主要活動

在於提供職訓及就業(Taylor & Bassi, 1998: 126-127)；另依據 Consortium Gino 

Mattarelli組織在 1997 年所做的統計，義大利約有 3800個社會合作社，其中 1000

個為 B型合作社，雇用 7萬 5千個員工（其中 1萬 1千個是弱勢團體），故社會

企業最主要功能在於提供就業機會(OECD, 1999: 21-23)； 

Antonio Thomas認為，義大利的社會企業（其核心為社會合作社）的興起，

主要係為解決社會與經濟兩個面向的問題，Thomas 更基此建構社會合作社商業

理念的判斷標準（如表 3-1）。 

表 3-1 社會合作社的商業理念 

經濟成功

社會成功 

高 低 

高 有效能與效率管理，利害關

係人得到滿足，及所購得社

會目標是相關的 

社會得到成功，但所損傷經

濟平衡，因此注定無法持久 

低 經濟成功奠基在耗損某些

利害關係人的期望或一個

及更多的社會目標 

無效能也無效率的管理，利

害關係人無法得到滿足，並

且社會目標無法達成 

資料來源：Thomas, 2004: 249。 

（三）芬蘭(Finland) 

社會企業一詞在芬蘭很少被使用，並且常與社會廠商(social firm)一詞產生



 

混淆。雖然芬蘭已經開始辯論失業問題的解決之道，但很少論及此一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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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蘭的社會廠商係屬非營利部門，故受到利益不得分配之限制，而大部分

社會廠商是地方型的社團，並受到國家層級社團的協助；而社會企業出現在福利

及醫療領域的合作社，這些合作社透過銷售服務活動或與地方政府簽約的方式增

加財源。一如其他歐洲各國，芬蘭社會企業主要目的在於整合弱勢團體並提供福

利服務，在運作上，必較類似比利時式(Belgian-type)的工作整合，而非法式

(French-type)的長期契約雇用制度。 

雖然芬蘭社會企業的數量仍舊相當少，但創造社會企業的政策方案及訓練

課程已經快速增加，而社會企業在社區照顧服務（特別是老人及兒童）及提供鄉

村地區基礎建設方面最容易發展。 

（四）法國(France) 

法國社會企業主要有兩種類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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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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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如 26歲以下而長期失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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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些就業障礙的人員創

造工作機會。法國 850個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中，約有 55％係歸屬「提



 

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此一組織，該組織於 1992 年採用「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

業憲章」(The Charter of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的精神，提出這類型

組織的特質，包含：（一）團體就業：雇用長期失業的弱勢人員；（二）社會目的：

提供短暫的工作契約及職業訓練，讓這些人員得以回歸勞動市場，並強化他們作

為公民的能力，而這些活動必須可以清楚界定，以利評估其績效；（三）運作情

境：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生產財貨及服務，這些活動依據與市場機制相

同的規則、權利及專業主義運作，其狀態可能是公共或私人有限公司、非營利社

團、合作社或其他，其主要收入來源為販售財貨及服務；（四）支持提供工作整

合機制的社會企業憲章。目前 58％的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為社團，而

33％為商業公司，1％為合作社，未來或許應該鼓勵更多的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

社會企業採取商業公司地位，以利面對市場需求，此趨勢已經逐漸成形，在 1997

年新設立的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中，已經有 60％採取商業公司的地位

(OECD, 1999: 25-30; Lindsay & Hems, 2004)。 

（五）西班牙(Spain) 

社會企業一詞在西班牙甚少使用，但許多經濟方案在實際上回應此一概

念。對於失業問題的行動政策主要奠基於社會經濟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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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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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幫助弱勢勞動者就業，提供

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創設微型合作社(small co-operatives)，每一年提供工作

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會幫助設立二到三個合作社，每一個合作社有 4 到 5 位員

工，依據 Vidal(1998)的估計，目前大約雇用 1000位員工。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

社會企業在社會企業創始階段，負責提供所需的工具、訓練及資本，這些企業同



 

時擁有職工及志工，其大部分資源來自於銷售給私人及公部門財貨或服務的收

入。1997 年通過「西班牙多元就業方案」(multi-year programme for employment in 

the Kingdom of Spain)，利用 4 年時間推動創造及維持就業的方式，以強化社會

經濟的質與量，特別在合作社及勞動公司，多元就業方案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創

造適合於市場中販售福利服務的環境，以提升社區的醫療照顧，其主要策略包含

支持非營利部門增雇員工、優先雇用具有專業經驗的失業者，及擴大對於社會整

合有利公共利益的經援(OECD, 1999:30-32)。 

（六）德國(Germany) 

德國社會企業的主要目的並不在於賺取利潤，而是將剩餘轉投資於社區，

以創造就業機會及彌補公共需求的區口。自 1970 年代以來，社會企業發展出不

同的組織形式，包含：1970 年代的替代性企業(alternative enterprises)及提供工作

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以及 1980 年代的地區型社區企業(local community 

enterprises)。 

替代性企業主要功能在於提供替代部門多元支持，在 1980 年代，共計包含

4萬個方案，10萬個職缺及 30萬個無給職工作；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

出現於 1970 年代，其主要目的在於重整主流勞動市場的失業問題，並由政府補

貼來支付薪資，1990 年代後，則成立著名的 ABS 組織 (Arbeitsforderung- 

Beschaftigunga- und Struckturentwicklungsgell- schaften)，以因應德國統一後所發

生的社會及經濟問題。許多企業亦開始尋求創新方案，以盡量降低對於政府補助

的依賴。近年來，德國社會企業面臨就業政策的困境，社會企業並未能吸引公共

議題的注目，仍舊必須自食其力(OECD, 1999: 32-33)。 

（七）葡萄牙(Portu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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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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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此方案經濟資助的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其主要

活動領域為環境、國家文物、醫療照顧及觀光事業，而就業政策的主要支持單位

是「就業及專業訓練機構」(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EPF)，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的活動方案必須先得到 IEPF的批准，IEPF

會進行方案的技術及財政可行性評估；同時，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必須

得到後援團隊(support teams)的支持，團隊成員可能包含社會學家、心理學家及

社會工作者，其目的在於促進方案的執行，而社會就業市場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Social Employment Market)每一年必須向「勞動及團結部」(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lidarity)提出評估報告，最後，該會於 1998 年更名為「社會團結合

作社」(social solidarity co-operatives)(OECD, 1999: 33-34)。 

（八）愛爾蘭(Ireland) 

與其他歐洲國家不同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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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活動性質及運作的方式，愛爾

蘭的社會企業大致上可以區分成：社區商業(community business)、需求不足的社

會企業，及基於政府契約的企業。這些企業都有類似的目的，但在不同社經系絡

中運作，社區商業主要關注地區發展；需求不足的社會企業則嘗試在地區性社區

內販售財貨及服務，以解決需求問題；至於依賴政府契約的企業，則主要依據公

共利益設計及提供其服務。過去 15 年，愛爾蘭政府相當鼓勵社會企業的發展，

例如，1990 年衛生部 (Ministry of Health)的「社區發展方案」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me)就相當鼓勵社會企業的創設，許多政府部門亦經援社會



 

企業的發展，其中以衛生部最多，其次為企業與就業部(Enterprise and Employment 

Ministry)(OECD, 1999: 34-35)。 

貳、歐洲社會企業的組織特徵 

Borzaga & Santuari認為，歐洲社會企業不僅在目標與管理方法與傳統非營

利部門不同，許多國家發展經驗亦顯示，兩者間的法律地位亦有所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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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言之，就

歐洲發展歷史，社團一開始就被禁止從事生產性與營利的行為，因為社團的產

生，被許多國家視為理想主義下的「道德實體」(moral entity)，例如法國、比利

時及義大利。隨著情勢變遷，社團雖已漸被允許從事生產性活動的盈收管理，但

社團仍舊不被認為具有企業地位；合作社則是另一種發展狀況，傳統上，歐洲各

國在法律上，即將合作社視為企業，合作社與社團一樣，主要因社會目的而存在，

事實上，合作社往往是由受到市場排擠的人員所組成，其被視為具有社會目的的

企業，基此理由，歐洲各國允許合作社進行有限度的利潤分配(Borzaga & Santuari, 

2003:41-42)。因此，社會企業則兼具社團與合作社兩種法律地位，且經常超越法

律允許下，從事組織活動，部分國家給予社會企業正式法律地位的認可，例如義

大利的「社會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s)(Thomas, 2004)，葡萄牙的「社會團結

合作社」(social solidarity co-operatives)，法國的「盈收型合作社」(co-operative of 

general interest)，比利時的社會目的企業(social-purpose enterprise)，而上述社會

企業法律地位的論述，則提供界定歐洲社會企業內涵的重要基礎。 

而在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支持下，「社會經濟研究指標」

(Targeted Socio-Economic Research, TSER)方案，開始對於歐盟(EU)層級進行調查



 

研究，並於 1996 年成立「歐洲社會企業」(EMES)1網絡，其會員國有七個國家，

包含：比利時、芬蘭、法國、義大利、西班牙、瑞典及英國，而 1997 年時，其

他歐盟國家亦加入此一組織。EMES主要目的在於研究社會企業的浮現，作為回

應歐洲社會疏離的一種創新方式，其承認社會企業在許多國家有不同名稱，但其

共同特質為企業的途徑及社會目的，具體而言，社會企業被視為透過生產財貨及

服務以尋求特定的財政自主性，以彌補政府補貼的不足，其主要目的在於消除社

會疏離感，而非為利害關係人增加收益，而任何的收益都必須再投入以達成此一

目的。近年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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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依據 EMES網絡的研究，歐洲各國社會企業的活動可以區分成

兩個範疇，包含：（一）提供事業人口重新就業的機會，並透過提供社區財貨及

服務，以使日漸蕭條的地區能夠重新發展；（二）回應新的需求，例如矯正教育、

識字課程及房地產安全等(OECD, 1999: 9- 10)。 

上述企業面指標，在 2001 年出版之《社會企業的浮現》(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一書中作了部分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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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一詞起源自 19世紀的

法國，而近年來逐漸為安格魯·薩克遜(Anglo-Saxon)國家所採用，除指由非營利

部門提供生產財貨與服務外，若私人企業為了社會目的，而在股東同意下，也可

以提供類似的活動，故社會經濟被視為社會企業的起源（OECD,2003: 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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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認為社會企業乃是存在於第三部門中

的一種新組織，而為便於瞭解歐盟國家社會企業的運作現況，故該書中將 OECD

                                                 
1 EMES研究專案係在法國進行，隸屬於歐洲委員會(Defourny, 2001: 25)。 



 

所指稱之「企業面」修正為「經濟」(economic)指標，但指標內容僅作小幅度修

正。無論採取何種版本，經濟面向共計四個測量指標，而社會面向共計五個測量

指標(OECD, 1999:10; Borzaga & Defourny, 2001: 16-18)，企業/經濟面有四個指

標，包含：（一）持續性的生產財貨或銷售服務的活動；（二）高度的自主性；（三）

顯著程度的經濟風險；（四）支薪員工極小化；而社會面有五個指標，包含：（一）

一個挹注社區利潤的明確目的；（二）由公民團體倡議的創新方案；（三）決策制

定依據資本權，即一人一票，而非持股；（四）參與的特質，每一個人皆受到活

動的影響；（五）有限的利益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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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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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3-1）。 

                                                 
2勞動合作社是由它的勞動者擁有和控制的事務，依據合作社法第 3條規定，其主要業務在於提
供社員勞作及技術性勞務等業務。 



 

 

 

圖 3-1  歐洲社會企業的概念圖 

資料來源：Defourny,2001: 22。 

Borzaga & Solari(2001: 333-335)進一步指出，歐洲社會企業的混合特質，乃

是由以下因素所促成： 

1. 社會企業基本上乃是一個私人組織致力於達成某些社會財貨(Young, 2001)，

除了非營利部門傳統財源（包含捐贈及志工參與）外，未來更應吸納更多的

商業盈收及企業活動；又如 Preston(1989A)所指出，社會企業基於積極的外

部性及重分配概念，介入財貨生產活動，並允許其在市場中與其他營利企業

競爭販售這些財貨(Kingma, 1997: 140)。而與營利企業不同的是，社會企業的

活動具有許多社會角色，這也是為何許多學者認為，社會企業應該得到政府

部分補助的立論基礎。 

2. 社會財貨(social good)本身的概念相當模糊，社會企業與傳統非營利部門的主

要差異點在於，非營利部門甚少從事公共財的生產，就此觀點必須注意的是，

生產型非

營利組織 

倡議型非

營利組織 

勞動者合作社 

使用者合作社 

社會企業

非營利組織 合作社 



 

一方面，積極的外部性可能會增加生產的成本；另一方面，其所依賴外部參

與者的偏好，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此觀點隱含除非限定在特定的制度系

絡內，否則公共財將缺乏一致性的界定。 

3. 多面向的使命要求，使社會企業必須仔細考慮如何管理其商業活動，而這些

管理實務常常傾向於強調效率與效能(Herman & Renz, 1998)。社會企業透過

財貨與服務的傳送，藉此降低對於贈捐與志工的依賴，並除了倡議及募款活

動外，轉向注意平衡品質管理與顧客需求，最終使得運作更有效率。 

4. 大部分的社會企業本質上乃是多元政策利害關係人，並高度依賴職工、志工

或消費者的支持，而為了有效地管理這些活動，其核心目標往往會變成越加

混淆。 

具體而言，歐洲社會企業乃是期望透過財貨與勞務的提供，以協助弱勢團

體重新投入勞力市場，以因應那些未經滿足的社會需求，實現國家的社會目標，

因此乃是以傳統企業方法推動非營利目標的社會取向企業(socially-oriented 

enterprises)或社會目標企業(social–purpose enterprises)（丘昌泰，2000: 366-367）。

例如，英國海瑞瓦大學(Heriot-Watt University)3在 Edinburg Campus成立「社會企

業研究所」(Social Enterprise Institute)即採取此種界定方式；而主要由英國政府資

助成立之「倫敦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 Lond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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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海瑞瓦大學的前身可追溯至西元 1821 年所創立的愛丁堡藝術學校. 它是英國最早設立的機械

研究單位之一. 在西元 1852年, 為了紀念發明蒸氣機的偉大蘇格蘭工程師及發明家詹姆士．瓦特

(James Watt), 校方籌募了一座瓦特的紀念雕像, 並將校更名為瓦特研究中心和藝術學校. 由於

Heriot-Watt 大學非常強調和工商業界的合作關係, 因此畢業生在畢業後 6 個月內的就業率為蘇格

蘭地區最高, 且在全英國排名前 10 名. 而在研究經費方面, Heriot-Watt 大學的單位學術人員獲得

工商界的研究金費資助金額為英國前 5名。 



 

 

 

 

 

 

 

 

 

第三節 歐洲社會企業的功能 

功能面向探討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有何貢獻與限制？故本節擬探討歐洲

社會企業所採取的發展策略及發展新趨勢，並析探這些策略所產生的貢獻與限

制。 

 

壹、歐洲社會企業的活動領域 

一、主要活動領域 

從歐洲各國社會企業發展經驗發現，社會企業的活動類型雖然相當多，但



 

這些活動大致上可以區分成兩個主要領域，即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及提供社區照顧服務(community care services 

provision)( Borzaga & Defourny, 2001: 351-353; Borzaga & Santuari, 2003:42-46)，

以下茲說明這兩種活動領域的內涵。 

（一）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 

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幾乎遍及整個歐洲國家，其部分起源於庇護

工場(sheltered employment workshops)的運作經驗，但社會企業與庇護工場至少有

兩項基本差異：首先，社會企業較不依賴政府補助，且更關心市場的動態；其次，

社會企業的目的在於確保弱勢勞工能夠賺取與其他勞工一樣的收入，而許多社會

企業提供弱勢勞工就業訓練，以協助這些弱勢勞工重回主流勞動市場的機會。在

許多國家（例如西班牙），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雇用某些特定團體的勞

工，因為這些勞工無法得到目前政府就業政策的支持；再者，許多國家的提供工

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則雇用好幾千名的勞工（例如義大利）。相對於傳統庇護

工場採取較為被動的勞動政策，社會企業則採取創新的積極性勞動政策。 

在與政府與市場關係中，大部分的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擁有自主

性，部分社會企業採取以營利為目的的活動方式（至少在 1970至 1980 年代間），

部分社會企業全額負擔弱勢勞工訓練的費用，而當社會企業雇用弱勢員工時，政

府則提供雇用補助。 

（二）提供社區照顧服務 

大部分歐洲國家的社會企業也提供地方或社區照顧服務，而其與工作整合

合作社的差異在於數量與服務供給類型。在「發展良好的福利國家模式」中，社

會企業僅在特定領域中發展，政府雖降低扮演提供者的角色，但仍維持資金補助



 

的角色；而在「有限度發展的福利國家模式」中，社會企業的活動相當多元，以

法國與比利時為例，社會企業通常依據利基(niches)運作，其主要目的在於提供

政府未能生產的社會服務或公共資源（如就業補助），而在德國，傳統非營利部

門對於社會企業的浮現，多少會產生抗拒心理；而在「低度發展的福利國家模式」

中，社會企業主要活動在於彌補供需之間所產生的落差，然而，政府對於社會企

業採取較為抗拒的態度，僅提供有限的經援。 

Borzaga & Santuari本身也承認，將歐洲社會企業活動領域區分成提供工作

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及提供社區照顧服務兩種類型，此種區分方式可能過於武

斷，事實上，大部分的社會企業同時兼具社會服務生產與工作整合活動，對於此

種重疊領域有許多不同的解釋方式，可能解釋之一為，某些社會服務既適用於工

作整合的弱勢勞工，也同時提供弱勢團體社會與經濟整合的途徑，而社會企業在

運作上強調與地方經濟的結合，並且已經逐漸擴大服務的範疇，比如環保與文化

等(Borzaga & Santuari, 2003:43-44)。 

二、新趨勢 

除社會企業本身的活動外，無論是歐洲或美國的社會企業，活動領域逐漸

深入與政府或企業的協力(collaboration)關係。 

（一）與政府的協力方面 

受到政府財政赤字不斷升高的影響，許多歐洲國家開始透過去中央化

(decentralization)、民營化及服務提供分散化等方式，試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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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英國布萊爾首相執

政後，對於公私協力態度有所轉變，而布萊爾政府亦深受 Anthony Giddens「第

三條路」(The Third Way)理念的影響，故採取與傳統工黨不同之路線，1990 年代



 

初期逐漸浮現的公私協力發展，是英國新公共管理重要的課題之一，基於對政府

的不信任，長期以來保守黨政府質疑政府資金運用，及其所能提供服務之品質，

保守黨的意識型態認為：私部門比政府更能提供更佳的服務。此理念影響 80 年

代以降政府的改革，認為如要改善政府績效，則必須師法企業的方法、管理技術

及市場原則，換言之，即必須將政府民營化，企業可以競爭政府契約之理念，充

分展現於 1992 年之「民間財務啟動」計畫(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PFI)。依 PFI，

企業之角色為從公共服務參與者，轉變成設計、建構、操作及政府設備之擁有者，

例如學校及醫院，紛紛劃歸企業掌有。 

1980 至 90 年代，工黨強力反對保守黨採取民營化之主張，然而，1997 年

當布萊爾政府執政後，則大幅度修改工黨理念，並採納公私協力的概念（即所謂

新公共管理的改革），強調政府、企業及第三部門間，應建立協力關係。在布萊

爾執政初期，夥伴已成為新工黨最喜歡的詞彙，除部分延續保守黨政策，部分則

依新工黨理念變革。新工黨公私協力的目標強調：1.提供政府資金以外之替選資

源；2.政府再造及建立合法性，應奠基於地方社區經濟發展政策的執行之上；3.

說明公民組織之參與，所可能引發之衝擊與進步。新工黨希望在協力關係基礎

上，建立現代化政府，Falconer & Ross(1998:133)指出，布萊爾拋棄舊工黨思維，

強調公私協力以改善政府，並以社區主義、合作等概念，鼓吹公私協力的價值。 

然而，O’Brien(1997:32)提醒我們，政府、企業與第三部門協力關係，在工

黨早期文獻中即已出現，1978 年當舊工黨之環境部長 Peter Shore訪問美國時，

即發現政府如何積極介入社區改造，並決定回國後能夠在英國實施，在 1979 年

政黨輪替後，此概念被保守黨搶先實施。1997 年工黨通過黨綱第四條修正案，

與公共利益有關的經濟議題，基於企業精神及面對嚴苛的競爭環境，實須加入夥

伴及合作關係，以鼓勵私部門提供高品質的公共服務。 Falconer & 

McLaughlin(2000)認為，新舊工黨對於私人企業採取截然不同的態度，新工黨認



 

為政府從政策主導角色，轉變成接受者，若無民間的支持，政府將難作為，布萊

爾政府堅信，政府必須提供私部門可以獲利的架構，使員工成為公私協力傳送公

共服務的一員。布萊爾政府希望未來建立政策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社會，

在此，政府被視為政策利害關係團體中，規模較大的組織，政策利害關係人為公

私協力鋪路，政府的角色在於確保資源足以符合人民的需求，因此不論是政府、

企業或第三部門，傳送公共服務都是適當的，公民與政府間的契約具有相當彈

性，政策利害關係則成為治理的基礎。對布萊爾政府而言，夥伴集中於有效傳送

公共服務，透過增加政府、企業及第三部門間的協力，政府的基礎建設及服務品

質皆能提升，協力關係已滲入各級政府、企業、第三部門、社區及公民活動之中。

就新工黨而言，政府鼓勵各種更具有彈性，且促使三方都能獲利之合作關係。布

萊爾政府承襲 PFI 公私協力理念，遭致傳統工黨支持者強烈反彈，Falconer & 

Ross(1998:137)認為，新工黨所採行者與 PFI精神，事實上並不相同。 

首先，PFI對保守黨政府而言，增加政府資金支出是必須的，對布萊爾政府

而言，PFI 則可避免對政府不適當的投資；其次，Deakin(1997:35)指出，布萊爾

政府公私協力焦點不斷擴大範圍，終將因無止盡重複，而變成毫無意義，並因缺

乏特定明確的意涵，而致失敗；Beckett(1998)則指出，協力關係僅是難以理解的

行話，布萊爾政府常用的語言，如社區、創新、協力關係等，皆用以表達愉悅的

感覺，而非文字真正的意義。面對這一連串的質疑，布萊爾政府認為，將協力關

係做為公共服務及管理的重點方向是正確的措施，例如，在英國內閣辦公室 1998

年 7月所公佈之「更好品質服務」(Better Quality Service)文書中即指出：「政府正

在改造英國，我們要求政府所有的服務達到最高品質、效率性、回應性及顧客導

向，與企業透過競爭達成這些目標，公民的問題就是政府的問題，品質的提昇是

對納稅人最合理的交代，如果這是對的，則公私間的區別不再重要，我們希望鼓

勵企業對公共服務的提昇，扮演更多的角色，這就是我們所強調的公私協力」

(Cabinet Office,1998:3)。在 1999 年 5 月所公布之「現代化政府」(Modernising 



 

Government)中，則揭櫫政策目標在於改善政府績效，使公私協力的角色、定位，

更加明確，並認為在許多公共服務之傳送中，公私區別的界限已經被打破，公私

協力對文化改善、創新及合作，產生許多顯著利益，部分公共服務由私部門提供，

將更具有效能、效率及彈性，但部分則否。 

再以瑞典為例，北歐向來國家相當注重社會福利，政治上則採行統合主義，

就理論而言，政府與第三部門建立協力關係情形應相當普遍，然而，事實上，在

「大政府」理念影響下，公私協力在此尚不普遍。公私協力在瑞典的重要性較低，

大部分公私協力組織的資金與規模都很小，雖然大部分自治區都有公私協力的經

驗，但其次數與重要性顯然不高，根據調查，在 280個自治區中，僅 117個自治

區認同公私協力(Collin,1998)，甚至形成 Collin & Hansson(2000:201)所稱「棒打」

(cudgel)公私協力的奇特景象，為何會如此？其可能原因有二： 

1.基於政治上理由 

公私協力可提供改革財政危機的機會。由於預算限制及社會合法性逐漸下

降，政府希望透過民營化及解除管制等策略改善危機，但值得注意的是，統合主

義下的瑞典，卻很少借用公私協力，其主要原因在於端視政府的態度。雖然。瑞

典政府因財政危機而體認與民間合作的重要性，然而，其合作對象傾向與企業而

非與第三部門；此外，瑞典政府，特別是中央及自治區層級，有強大的控制機制，

而現實上，第三部門組織則仍相當弱勢，在資源獲取上，第三部門一般較不受重

視。 

2.基於文化上理由 

所謂協力關係至少需要二位以上參與者，在不同的政策環境下，政府與私

部門的區別，在許多領域內是相當模糊的，其根本差異在於資源該如何分配，許



 

多夥伴參與者既非真正政府，也非真正私部門，而是相互擁有，公私協力與生俱

來的模糊與分岐，則創造出許多機會與風險。就機會而言，公私協力使得創新更

加豐富化(Ancona& Caldwell,1992；Bantel & Jackson,1989；Murray,1989；Watson 

et al.,1993)，另一方面，可能的風險使得不同夥伴間產生衝突，甚至惡化其與利

害關係人的關係。因此，固有的內在衝突與外在模糊的文化，或許可以解釋為何

公私協力在瑞典很少使用(Collin & Hansson,2000:206)。瑞典公私協力未來的發展

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包括：資源分享、組織轉換機制的需求、提供第三部門參與

之願景、減緩與私人企業協力、利潤，以及風險分擔 (Davis,1986；

Kouwenhoven,1993；Mackintosh,1992； Quince,1990； Roberts et al.,1995；

Stephenson,1991)，而根據 Collin(1998)調查研究顯示，資源分享是最重要的關鍵

因素，自治區內人民納稅的能力與使用公私協力的比例呈現負相關，換言之，自

治區越貧窮者，越需要資源分享，也就越依賴公私協力；此外，公務員的比例，

也與使用公私協力的次數呈現負相關，即政府人力足夠，無須私部門與第三部門

協力；相反地，私部門規模的大小則與使用公私協力成正相關，換言之，當私部

門資源相當充足時，也將吸引更多公私協力的發生。為了降低賦稅的壓力，及因

應社會階級異質性不斷擴大，將來很可能會增加公私協力，然而變數仍相當多，

瑞典若要擴大公私協力，則必須面對兩項挑戰：1.意識型態的攻擊：即政府是否

應干預或支持私人企業或第三部門的經濟發展；2.是否能提出有力證據，證明公

私協力將有利於公共事務的執行。 

（二）與企業的協力方面 

對歐洲社會企業而言，與企業協力關係關注的重點在於如何整合弱勢者的

工作機會，其採取的方式包含(Borzaga & Santuari(2003:46)：  

1.生產性夥伴關係(productive partnerships) 



 

營利企業向社會企業購買半成品或成品，並提供非營利部門生產活動穩定

的保障。 

2.弱勢團體的訓練過程 

營利企業臨時雇用社會企業的弱勢人員，並據此提供完整的在職訓練。 

3.為弱勢團體創造一個穩定的工作機會 

過去幾年，許多社會企業與營利企業共同協力發展有利於弱勢人員在開放

市場就業的工作訓練，許多合作案例更針對為殘障勞工創造就業機會。 

 

貳、歐洲社會企業的主要貢獻 

歐洲社會企業的主要功能包含4：福利系統的轉換(transformation of the 

welfare systems)、創造就業機會(employment creation)、社會凝聚力與創造社會資

本(social cohesion and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地方發展(local development)及第

三部門的動態性(dynamics of the third sector) (Borzaga & Defourny, 2001: 357-362; 

Borzaga & Santuari, 2003: 47-51)。以下茲論述歐洲社會企業貢獻的內涵： 

一、福利系統的轉換 

歐洲福利系統的政策執行，在最近幾年遇到了許多困境，尤其是在私有化

社會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提供方面，理由在於私有化的交易成本與契約成本的增

加，遠遠超過原先的預期，而許多案例顯示，私有化的結果造成服務品質急遽下

                                                 
4 Borzaga & Defourny( 2001)認為歐洲社會企業具有五項貢獻，而 Borzaga & Santuari(2003)則只
論述福利系統的轉換、創造就業機會及地區發展等三項貢獻。 



 

降。這些負面的結果，起因於政府過度依賴市場機制及營利企業，以英國為例，

目前政府的規範，並無法確保私人企業所提供財貨的品質。在此情景下，社會企

業可以透過許多方式改革歐洲的福利系統，例如：讓所得分配更接近社區中每一

個人的需求；讓成本能夠固定；在許多案例中，提供更多樣化的產品；幫助改善

服務與工作的品質。換言之，社會企業可以達成再分配功能 (redistribution 

function)，讓由市場所提供的的資源與收入分配能夠更加合理化，社會企業也可

以透過免費的活動組合（比如捐贈及志工），及較低成本的資源，提供一些被公

共政策所遺忘，或者無法由政府所提供的服務與財貨，社區則可從再分配過程中

獲利，而社會企業可以在社區建立聲譽，並產生信任關係。 

二、創造就業機會 

社會企業也可以創造額外的就業機會，此項功能在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

會企業中最為明顯，但此類型社會企業僅能在傳統企業中，盡可能發掘極少數可

以正常雇用的工作機會。近年來，歐洲各國的高失業問題，使得勞動市場與生產

市場產生巨大的改變，尤其對於社區照顧服務的衝擊最大，由於就業問題並無法

僅由增加公共支出來加以解決，許多國家在就業率仍舊偏低的社區照顧服務領域

（例如義大利、法國及德國），社會企業則可以創造相當高的就業機會。換言之，

社會企業可以幫助同時發展需求與供給，社會企業具有幾項優點，包含：1.社會

企業並非以利潤極大化為目標；2.如果他們主要依賴捐贈及志工，則社會企業可

以在低利潤的情境下，持續提供產品；3.社會企業可以降低成本，尤其在剛成立

的階段，而此項優勢也可以吸引許多有志於在非營利部門任職的員工及管理者；

4.對於社區的消費者而言，由於信任社會企業的供給，故可以大量降低消費者對

於服務品質的監督成本，而這意味著社會企業可以生產更貼近社區使用者需求的

產品。此外，如果得到政府全部或部分資金補助，社會企業可以創造更多的工作

機會，然而，政府補助並非社會企業的主要考量，許多社會企業一開始並未得到



 

政府任何補助，在許多時候，社會企業所從事工作被認為應是政府該做的事。 

三、社會凝聚力與創造社會資本 

為了減緩特定團體的問題，幫助弱勢人員能夠再度回歸就業市場，並且得

到高於庇護工場或一般公司願意支付的薪資，社會企業將有助於改善生活品質、

社區的福利，及強化社會整合的程度，此外，社會企業也可以增強對於使用者的

保障，特別是那一些重度弱勢者，因為社會企業可以改善服務的供給，並且某些

個案中，也可以提升使用者的參與組織程度。 

由於社會問題越來越複雜，造成社會疏離感的原因也越難釐清，故難以簡

述失業與貧窮或社會疏離間的相關性，也難以金錢或標準化服務解決社會疏離感

的問題；相反地，更迫切的需要在於，必須能夠真正瞭解社區內相對弱勢團體的

需求，此種需求也造成歐洲福利系統之所以朝向高度分權化的理由，自 1980 年

代以來，許多歐洲國家開始採行分權化政策，以降地社會經濟的問題，但此項政

策似乎並未畢其功於一役，而社會企業的興起，則可以提供社區中正面臨危機團

體更明顯的支持。總之，社會企業將有助於創造社會資本，透過鼓勵志工及使用

者的參與，擴大公民參與社區問題解決與信任，以利社區成員建立團結與互助。 

四、地方發展 

社會企業主要是地區型組織，雖然規模較小，但他們參與地方發展的程度

卻很高，社會企業與地方社區常緊密連結共同運作，對社會企業而言，若具備發

展與效能能力，則有助於他們更加瞭解地方的需求，創造及開發社會資本，並且

可以逐漸脫離原有的資源組合（包含政府補助、捐贈及志工）。 

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發展，讓製造業的生產越來越蓬勃發展，但同時也增

加失業的可能性，也弱化了企業與地區的連結性，此種情境對於競爭力不高的地



 

區而言，更造成失業率上昇的惡行循環。對於此一問題，地方所提供的傳統誘因

機制往往是無效的，而社會企業則可以使供需得到平衡，並創造更穩定的勞動市

場，因此，社會企業對於地方發展的主要貢獻在於，可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再

者，如果社會企業跨足社會服務以外的領域，比如環保、文化服務、交通等，則

可以讓社區的未來更有希望，許多歐洲國家開始從事此「希望工程」，尤其是提

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活動更為積極。 

五、第三部門的動態性 

社會企業與社會經濟、非營利部門及第三部門皆有所差異，事實上，社會

企業乃是這些其他概念的一部分，社會企業與非營利部門及社會經濟（例如合作

社），主要差異在於：以創新行為建立新的組織類型、服務或需求陳述，社會企

業更有能力依賴複雜的資源組合，並且在創設階段，更願意投入具有風險的事

務。再者，社會企業可以視為歐洲第三部門的一種突破，因為社會企業強調生產

及非營利部門的「企業精神」(entrepreneurial)面向，並且凸顯在福利服務中扮演

經濟重分配的功能，這可以解釋為何社會企業需要一個新的法律地位，並也可以

解釋，為何社會企業為傳統非營利部門及社會經濟排斥的理由。然而，並非所有

歐洲國家都抗拒此一趨勢，在部分國家中，社會企業已經成為第三部門的發展新

策略，比如義大利的合作社運動；而在其他國家，社會企業對於實務運作並不感

興趣，他們反而投入更新第三部門及福利服務的工作。 

社會企業無論在經濟或社會創新方面，既不排斥市場機制，也不自外於公

共資源的分配，相反地，社會企業兼採市場及政府法則，此特點讓社會企業有別

於傳統的非營利部門，而更傾向成為政府與市場之外的「第三者」(third parties)

角色，事實上，社會企業的重要意涵在於，他代表私人組織直接或主動地處理社

區問題的成功案例，這種社會企業精神，就為 EMES研究界定所採用。 



 

最後，在某些歐洲國家，社會企業被認為有助於降低第三部門內，不同家

族成員間歧異所造成的隔閡。例如，社團與基金會也越來越朝向生產性的企業行

為；基金會越來越注重民主治理；而在許多國家，合作社的社會目標則需從新檢

視。這些變革都足以解釋，為何第三部門及社會經濟會越來越偏好社會企業。 

 

參、歐洲社會企業所面臨的限制 

Borzaga & Defourny認為，歐洲社會企業的發展面臨四個內外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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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Borzaga & 

Santuari(2003: 53-54)對於這些內部與外部限制，也提出補充說明，以下茲分述這

些限制的內涵： 

一、歐洲社會企業的內部限制 

（一）對於社會企業的認知不足 

歐洲社會企業發展的第一個限制就是認知不足，對於社會企業的管理者及

運動而言，社會企業可以視為歐洲社會與經濟整體內的一環，在特定情形下，一

個建構良好的社會企業，被視為可以同時解決社會目標需求與經濟上的限制，然

而，由於缺乏明確的認知，故對於許多不確定的情境，社會企業常無法採取適當

的管理及發展策略(Borzaga & Defourny, 2001:363；Borzaga & Santuari, 2003: 53)。 

（二）朝向同形主義的趨勢 



 

歐洲社會企業的第二個限制就是同形主義的問題，由於社會企業組織形式

係採取演化觀點，建構一個更容易界定、更為法律及社會所能接受的組織形式，

但此種組織形式卻無法應付社會企業所面臨快速創新的特質，而至今，社會企業

所面臨最重要的風險在於轉型為聯合勞動者的公司，此公司為特定員工的利益服

務，因而逐漸與社區脫節，而此風險最明顯的部分在於，由於過度依賴政府補助，

因而降低社會企業在資源重新配中的自主性角色 (Borzaga & Defourny, 

2001:363)；而對於社會企業可能產生的自主性危機，Borzaga & Santuari(2003: 

53-54)則進一步指出，歐洲社會企業的發展，並無法確保非營利部門可以繼續維

持其自主性，此項憂慮出現在許多歐洲的研究報告中，比如 European 

Commission( 1999)及 CIRIEC( 2000)的報告。同形主義僅關注微型企業接受政府

補助所可能產生的自主性風險，此種風險雖可能產生，但非表示歐洲社會企業必

然會走向此一不歸路，若將之視為預防性的警示作用，則更可提醒社會企業領導

者，在與政府協力關係中，應避免過度依賴，而產生喪失自主性的風險。 

（三）社會企業治理成本過高 

歐洲社會企業所面臨的第三個限制在於治理成本過高，主要肇因於此種組

織類型缺乏界定良好的所有權人，社會企業為人所稱羨的優勢，例如不同類型利

害關係人（如案主、志工、社區代表），在生產過程與決策制定過程中的參與等，

卻因為社會企業所有權人不確定，一旦面臨利益衝突，且面對快速變遷的環境

時，社會企業運作將呈現無效率(Borzaga & Defourny, 2001:363；Borzaga & 

Santuari, 2003: 53)。 

（四）社會企業經常規模過小 

歐洲社會企業面臨的最後一個限制在於規模過小，部分原因在於社會企業

與社區連結的緊密度甚高，部分原因來自於過高的治理成本，因此社會企業的規



 

模往往無法擴大，此限制不但會限縮社會企業對於周遭環境更大挑戰的回應力，

同時也會影響周遭社區對於社會企業公益形象的認同感。然而，如果社會企業能

夠也顯著的成長，則會產生同形主義的正面效果，而有助於其他同類型組織的學

習與發展(Borzaga & Defourny, 2001:363-364)。 

二、歐洲社會企業的外部限制 

（一）低估社會企業的能力 

歐洲各國對於社會企業最普遍的誤解在於認為，如果能夠結合所有非營利

部門共同致力於執行公共政策，就可以有效地解決所有社會問題，並滿足社會及

社區照顧服務所有的需求，此種信念導致低估了第三部門及社會企業的角色，第

三部門及社會企業皆被視為只能解決公共政策無法處理的缺口。此種對於社會企

業的負面態度，在許多國家反應相當強烈，例如，德國對於社會企業就抱持不信

任與懷疑的態度，因為德國認為在社會企業中的員工，並非完全就業。此種誤解

在於認為第三部門或社會企業僅具備殘補性功能，而忽略其可能產生的的積極正

向功能。 

（二）社會企業間的困惑與不一致關係 

對於非營利部門的經援，除傳統補助外，契約外包也是歐洲許多國家所常

採取方式，許多國家經常兼採這兩種方式。但此種方式則造成直接補助與契約間

的混淆，一旦採取契約外包方式，許多社會企業就被排除在外，因為契約外包較

偏好大型公司（傳統企業或大型的合作社），而這些公司其實與社區是欠缺連結

關係的，這些公司常為削減成本，因而降低員工的薪資，或降低產品或服務的品

質，在此情境下，社會企業經常只能爭取到短期的契約，並且無法做長期性的發

展規劃；再者，某些嚴格的勞工政策亦限制了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的發



 

展，例如某些政策嚴格限制社會企業不得將政府的就業補助，移轉至殘障員工的

雇用上。 

（三）社會企業缺乏適當的法律狀態 

歐洲許多國家採取（或打算採取）合作社(co-operative)的形式，做為社會企

業的主要特徵，但合作社形式在運作上，則無法避免必須採取不同類型的風險；

部分國家允許社會企業採取社團(association)的形式，但並未給予充足的企業地

位，而只有比利時通過特定法律，允許社會企業能夠選擇不同形式的公司型態。

由於缺乏適當的立法，因而限制了社會企業的可行性與重塑性，同時，法律架構

並不考慮社會企業可以促進同形主義的特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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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缺乏明確的企業政策 

社會企業的發展同時受阻於欠缺完善的企業政策，因此在許多歐洲國家，

社會企業並非被視為企業，他們不能夠把從補助所得到的利潤，分享給其他企

業，而傾向促進新的企業發展，並且從政府得到補助，以利從事創新的社會服務。 

伍、政策主張 

對於歐洲社為企業所面臨的內外發展困境，Borzaga & Defourny(2001)認為

必須從「管理」(management)著手解決，而 Borzaga & Santuari(2003)則提出四項

「政策」(policy)主張加以解決，以下茲分述相關內涵： 

一、管理層面的對策 

Borzaga & Defourny(2001)提出三個面向加以說明，包含：在門口－管理者



 

外部角色的挑戰(at the gate: challenging the external role of managers)、在室內－管

理者內部角色的挑戰(at home: challenging the external role of managers)，及從內部

－領導與管理類型的挑戰(from within: challenging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style) (Borzaga & Defourny, 2001: 339-346)。以下茲分述這三種面向的內涵： 

（一）對外機制－管理者外部角色的挑戰 

對於許多歐洲國家而言，社會企業的興起被視為侵犯到傳統公部門的福利

角色，並且威脅到現存制度良好的非營利部門，來自工會的社會壓力，不斷地控

訴社會企業剝削來自公部門的工作機會。因此，社會企業管理者必須注意外部環

境的變化，且必須讓政治人物及管制者相信，社會企業其實願意在社會中扮演積

極性、願意與人分享的角色，許多管理者參與此項論戰，因為他們不僅在運作社

會企業，同時因其贊助者與志工，對於這些議題亦相當敏感。 

雖然歐洲社會企業數量日漸上升，但管理者所面臨的外部威脅依舊很嚴

峻，而完整的立法又是那麼遙不可及，社會企業缺乏清晰的永續發展政策，而資

源及經援又缺乏適當的支助管道，這些都是社會企業在演化過程中所面臨的難

題。而在歐洲各國中，社會企業面臨最主要的障礙在於，對於社會企業仍舊缺乏

一致性的界定，因此造成立法上相當大的歧異，因此，社會企業必須建立一個為

大家所共同認同的定義，並採用共同的治理結構，因為網絡可以提供一個更有效

的指引，故網絡建立乃是解決上述歧異的可能方案之一。 

從社會力與社會運動角度，社會企業已經在社經實體內成長茁壯，且可以

透過資源運用方式影響就業率，並增加本身的力量與合法性，而這更需要持續地

與社會中的主要參與者進行協商、建立夥伴及共識，這些主要參與者包括公民、

公部門、社會力及社會運動，故對社會企業的管理者而言，其必須清楚地界定社

會企業與整體社會、公部門，及社會力與社會運動間的關係，並且採取不同的對



 

策(Borzaga & Defourny, 2001: 340-341)。以下茲分述這三種不同對策的內涵： 

1.管理者面對整體社會時的對策 

社會企業管理者必須持續投入時間與精力，為組織建立可被接受的法律，

讓社會企業成為大眾普遍接受的組織型態，而這需要持續努力地與外界溝通，而

透過組織研究將有助於尋求外界對社會企業的認同；而在地方層級，社會企業應

投入創新服務傳送，社會企業應投入創新服務傳送，並監測不斷演變中的社會需

求，這些可以透過協商或社會報告達成；此外，對於社會企業管理者的課責，則

可以降低投機主義發生的風險，上述這些方式都可以讓社會企業與社區的關係更

加密切，使社會企業成為社會大眾所認同的組織型態。 

2.管理者面對公部門時的對策 

社會企業管理者的實務運作與心態，必須與公部門的管理者脫勾，因為他

們是在運作一個具有社會使命私人組織，雖然公部門或許會經援部分的社會服

務，但不可因此將公部門視為唯一或最主要的利害關係人，社會企業管理者必須

不斷地提供公部門創新，或視野更廣的社會需求觀點。自主性及規劃新市場或新

策略的能力，乃是社會企業回應公部門要求的合法性基石，在回應公部門中，社

會企業可能會遭遇的風險乃是在於尋求資源的過程中，會受到公部門的直接控

制，此結果可能會傷害社會企業在二度就業市場中的創新能力。 

3.管理者面對社會力與社會運動時的策略  

社會企業管理者在建立創新的過程中，不應該忘記組織本身的社會使命，

如果有偏離，將會嚴重灼傷社會大眾或其他非營利部門對於社會企業的觀感，在

某些歐洲國家中，由於強調草根性的文化運動，因此他們非常輕視管理與經濟議

題，而將創新與盈收及企業體等手段視為異端，因此，社會企業管理者必須具備



 

足夠的抗壓能力，才能在此種環境下達成社會使命。 

（二）對內機制－管理者內部角色的挑戰 

對社會企業管理者而言，所面臨內部挑戰有二個關鍵議題，包含治理結構

及人力資源管理(Borzaga & Defourny, 2001: 341-346)，其內涵分析如下： 

1.治理結構 

社會企業的治理結構，與利害關係人的特質，及組織本身不同目標糾結在

一起，所以治理結構必須符合相關利害關係人的特性，利害關係人包含員工、消

費者、公部門及其他單位，社會企業必須將利害關係人的期望納入考量，除可透

過創新增加生產力外，也必須避免喪失本身的社會使命及價值。社會企業管理者

在處理治理結構時，必須牢記社會企業的特殊本質，例如在美國，利益不得分配

或許可以作為控制社會企業的重要邏輯，而在歐洲，社會企業因為差異性甚大，

故社會企業的治理最好能夠尋求地方在立法上的支持。社會企業有一項重要的特

質，即在於他沒有股東來分享利潤，對此，Hansmann(1996)及 Ben-Ner(1986)等

學者都試圖提出替代方案，而問題的核心在於：誰擁有社會企業？可能答案在

於，社會企業本質上乃是多元利害關係人，假如只有一個利害關係人佔優勢，則

社會企業與傳統合作社或企業間的差異就難以區別，而對於治理結構問題的解決

之道，即在於必須依據特定社會企業的本質建立結構。 

2.人力資源管理 

社會企業管理者所面臨的第二個挑戰在於如何處理員工與社會企業之間的

關係，許多研究顯示，在不同社會企業間，員工與社會企業間的心理契約

(psychological contract)差異性相當大(Akerlof, 1982; Handy & Katz, 1998; Preston, 

1989B)，與一般企業與公部門員工不同的是，社會企業員工乃是因為混合動機而



 

留職，內在獎勵扮演最主要的激勵角色，而外部獎勵重要性則較低，對此，人力

資源管理就扮演相當重要的功能，Borzaga & Defourny( 2001: 344-346)認為，社

會企業管理者必須採取五種人力資源管理的行動方案，包含：混合獎酬(reward 

mix)、生涯規劃及心理契約的演進 (career plann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溝通及願景與使命的執行 (communica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the vision and mission)、雇用及甄補(hiring and recruitment)，及訓

練與技能發展(training and skills development)，這五種策略是對於社會企業員工

必要的人力資源投資，對於社會企業而言，雖這些人力資源管理依舊相當複雜，

但社會企業管理者必須時時牢記並全力投入，以免太遲而悔恨。 

（三）內部機制－領導與管理類型的挑戰 

最後，社會企業管理者必須建立一個更開放，更容易參與，及願意接受批

評的組織環境，雖然目前對於領導研究，大多聚焦權威者與追隨者間的層級節制

關係，但層級節制這個概念似乎並不適用於社會企業的價值與規範。因此理想的

社會企業管理者應採取 Y 理論，也就是用更積極的態度面對民眾，鼓勵參與及

學習，樂意接受公開建議與批評，並願意分享員工的工作經驗；此外，社會企業

管理者必須能夠加速決策過程，讓領導形式能夠更有效率及效能。 

二、政策層面對策 

除上述 Borzaga & Defourny的管理層面策略外，Borzaga & Santuari(2003)

則提出四項「政策」(policy)主張，用以解決歐洲社會企業所可能面臨的困境

(Borzaga & Santuari, 2003: 55-56)。以下茲分述此四項政策主張的內涵： 

（一）法律及管制政策 

若要促進社會企業的發展，第一項政策在於必須讓社會企業具備完整的法



 

律認知與管制手段，法律與管制具備四點重要性，包含：(1)強化創新的解決方

案；(2)加速社會企業複製的速度；(3)保護消費者的權益；(4)避免同形主義。 

（二）財政政策 

若想要促進社會企業的發展，則必須改變目前的主流的財政政策，也就是

必須基於稅賦減免方式，鼓勵社會企業的浮現，例如，對於個人或家庭需要自費

的社會及社區性服務，透過稅賦減免方式，由社會企業以較低成本的方式提供，

以降低消費者本身的負擔。 

（三）契約外包及準市場政策 

非營利部門被視為具有混合資源及地區性，故在社區資源重分配及特定服

務的提供上，被認為比私人企業具備更高的信任感及社會關係，並且能夠更有效

地提供服務或財貨，競爭雖是達成效率的重要手段，但如何在持續發展中，確保

弱勢團體需求能夠得到平衡，則透過既存網絡建立信任關係及社會資本就相當重

要，而社會企業在地方契約外包的操作上，被認為可以降低因為競爭關係所造成

失衡狀態。 

（四）建立供給面政策 

社會企業有助於建立具有企業精神的供給面政策，並可強化人員的管理技

巧，並且可以創設一個更具有自主性的組織。 

 

 

 



 

 

 

 

 

 

 

第四節 歐洲社會企業發展的析評 

本節擬依據分析架構的三個面向，評論歐洲社會企業發展的貢獻與限制。 

 

壹、環境的評論 

環境面向探討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為何浮現？探討重點為歐洲社會企業

的興起背景，及興起背景的解釋理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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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依

序加以評論。 

一、制度論 



 

制度論認為因為非貨幣薪資及高度自由度，故將社會企業視為一種誘因結

構，故非營利部門薪資雖低於營利部門及公部門的平均薪資水平，但由於社會企

業所獨具之非貨幣誘因，也就是社會目的，故可以激勵員工繼續留任。然而，就

激勵理論的觀點，當某種需求得到滿足後，則將不再具備激勵作用，換言之，當

制度論所指稱社會目的得到滿足後，除非非營利部門可以不斷變更社會目的的內

涵，否則是否代表非營利部門的退場機制應予運作？若非營利部門為讓激勵作用

持續，而讓員工一直無法達成社會目的，則員工是否會因此而產生挫折感，而產

生 Alderfer所說需求層級退卻情況的發生？再者，高度自由度是否會提高交易成

本，反而降低效率，進而影響案主的權益？社會企業既屬非營利部門，故應秉持

案主權益優先原則，提供員工高度自由度或許是留住員工的重要激勵手段，然

而，社會企業存在的目的並非僅在於留任員工，而是在於滿足案主的需求，如果

過度強調員工的自由度，是否反而造成手段目標置移，而犧牲案主真正的權益？ 

二、社會資本理論 

就社會資本理論而言，OECD 認為社會資本係指能夠形塑社會互動數量與

品質的制度、關係及規範，社會資本不僅是社會中制度的加總，而是將其融合為

一體，而社會凝聚力對於促進社會中經濟的永續發展，具有關鍵的因素，對社會

資本而言，其前提在於社會網絡必須具有價值，而社會資本面臨最大問題在於如

何測量，即使使用 Putnam 所提的三個指標，有無法真正測量社會資本(OECD, 

2003: 298)。而 Evers的論點也面臨同樣的困境，Evers的主要論點在於社會資本

有助於健全第三部門的體質，雖然目前也有研究社會資本與非營利部門的關係

（江明修、鄭勝分，2004），然而，Evers的論點依然未能解決如何第三部門社會

資本的關鍵問題，即該如何測量第三部門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程度越高，真的

越有助於建立社會企業？若無社會資本，社會企業是否可以存在？這些疑問，或

許可以從社會資本相關論著中得到部分解答。 



 

社會資本一詞最早由法國社會學家 P. Bourdieu 在 1980 年正式提出， 

Bourdieu(1986: 243)分析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 (economic capital)及文化資本

(culture capital)的差異時指出，資本一詞應包含可以產生貨幣及非貨幣形式的資

源，因此其將社會資本界定為：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而這些資源由相互默認

或承認的關係所組成的持久網絡有關，這些關係並有制度化的傾向(Anheier, 2005: 

60; Bourdieu, 1986: 243)。而目前對於社會資本的研究相當豐富，就其內涵而言，

大致可區分成微觀及鉅觀兩個層面。 

首先，微觀層面偏重在社會網絡的研究。例如經濟社會學者 Granovetter

（1973）著名的「弱聯繫理論」（weak ties theory）；Burt（1992、1997）則結合

了奧地利學派與 Granovetter的弱聯繫理論，建構出「結構洞理論」（structural hole 

theory）；Coleman（1990）則認為，社會資本為有助於提昇個人在社會結構中行

動能力之各種面向。 

其次，鉅觀層面則偏重社群或國家角度的研究。就社群角度而言，Putnam

（1993）則從社群的層次加以探討，認為社會資本乃社會組織所具有的長期特

徵，如信賴、規範，與網絡等；Stone & Hughes（2001）透過調查，研究澳洲社

會資本在家庭及社區間所扮演的關係，其認為社會資本的內涵包含信任規範

(norms of trust)及聲譽(reciprocity)；Morgan(2001)認為，社會資本內涵包含規範及

網絡，而社會凝聚力將也有助於學生規範意識的強化。就國家角度而言，

Fukuyama 從國家或宗教的角度，將社會資本界定為，促使成員合作的共通非正

式價值或規範，進一步觀察指出，政府與社會資本的關係有四種現象：首先，無

明顯證據顯示政府有意促進社會資本的發展；其次，政府能夠直接介入產生社會

資本的領域是教育；第三，政府可以透過提供所需的公共財，間接地促進社會資

本，特別在財產權及公共安全方面；最後，當政府採取優於私部門或公民社會行

動時，往往對社會資本產生一連串負面效果(Fukuyama, 1995, 1999, 2001：17-19)。 



 

三、整合理論 

Laville & Nyssens的整合理論係從利害關係人角度加以建構，也就是包含經

濟、社會與政治三個面向的利害關係人，此種論點在 Victor A. Pestoff 論述中得

到呼應，Pestoff指出，社會企業實乃多元利害關係人(multi-stakeholder)所控制的

組織(Pestoff, 1998: 106-127)；再者，哈佛大學商學院的社會企業發展中心(The 

Initiative on Social Enterprise)，其目的即在於透過知識管理，幫助個人及組織在

非營利部門、私部門及公部門間創造社會價值，其商學院學生組織「社會企業俱

樂部」(Social Enterprise Club)，其成立宗旨在於吸引對於非營利、企業及政府之

跨部門運作有興趣的學生，透過創造社會價值以強化社區。 

目前有關經濟、社會與政府三方關係的論述日漸受到重視，例如 Richard 

Schwindt(1990)的《企業、政府與社會：企管閱讀目錄及課程綱要》(Business, 

Government and Society: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Reading Lists and Course 

Outlines)，Douglas F. Greer(1993)的《企業、政府與社會》(Business, Government, 

and Society)及 Arthur A. Goldsmith(1996)的《企業、政府、社會：全球政治經濟》

(Business, Government, Society: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除企業角度外，亦

有從政府角度的論述，例如 Neal Ryan, Rachel Parker, & Katherine Hutchings(1999)

的《政府、企業與社會》(Government, Business’s  and Society)一書中，從權力關

係(power relationships)、制度(institutions)及過程與互動(process & interactions)三

種觀點，解釋跨部門的關係(Ryan, Parker & Hutchings，1999: 8-11)。而在相關研

究中，George A. Steiner & John F. Steiner的《企業、政府及社會：管理的觀點》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 Managerial Perspective)是相當著名的代表

作。Steiner & Steiner將跨部門關係稱之為 BGS (Business-Government-Society)，

並提出四個足以解釋 BGS關係的模式，包含市場資本主義模式(market capitalism 

model)、支配模式(dominance model)、對抗力量模式(countervailing forces model)



 

及利害關係人模式 (stakeholder model)。市場資本主義模式強調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支配模式即所謂菁英模式，其中企業與政府為菁英階層；對抗力

量模式即所謂多元主義模式；而利害關係人模式強調主要關係人與次級關係人間

的關係( Steiner & Steiner, 2003: 5-17)。Steiner & Steiner雖提出 BGS模式，試圖

解釋跨部門關係，然而，從其著作可以發現，其論述明顯站在「企業」的角度，

BGS 雖名為跨部門觀點，實則重點在於企業與政府關係的論述，對於社會組織

幾乎毫無著墨，就其內容而言，既看不出四種模式對於 BGS 有何貢獻，也看不

出其所謂 BGS的內涵到底為何，換言之，該書徒有 BGS之名，而無 BGS之實。 

社會企業的興起，造成三個部門間的界線逐漸模糊，而呈現一種混合經濟

(mixed economy)的現象(Ott, 2001: 355；陳金貴，2002: 39)。此種現象亦是歐洲社

會企業發展遭受到質疑與挑戰的主因，這些質疑與挑戰的核心議題在於，社會企

業的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及自主性(Dart, 2004A; Eikenberry & Kluver,2004; 

Lasprogata & Cotton, 2003)。對此，Laville & Nyssens的整合理論則提供更多的思

考參考，整合理論強調應強化社會企業的合法性及自主性，社會企業不宜受制於

不同類型的擁有者，而以利害關係人角度界定社會企業的目標；再者，整合理論

強調案主權益優先原則，並對於資源依賴理論所憂心的不對稱關係提出警告，此

種觀點相當值得台灣社會企業政策發展之參考。 

 

貳、結構的評論 

結構面向分析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的組織特質為何？探討重點在於歐洲

各國社會企業的現況、比較各國發展的差異，並說明歐洲社會企業的組織特徵。

其中尤以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支持下，「社會經濟研究指標」



 

(Targeted Socio-Economic Research, TSER)方案，開始對於歐盟(EU)層級進行調查

研究，並於 1996 年成立「歐洲社會企業」(EMES)網絡所提出的評量指標最為重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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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一書中作了部分修正，該書中將 OECD所指稱之

「企業面」修正為「經濟」(economic)指標，但指標內容僅作小幅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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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種概

念界定方式最大的貢獻在於，其呈現歐洲社會企業概念仍屬演化中的重要特質，

且展現類似 Dees 分析架構的「光譜」概念，此種界定方式有助於瞭解歐洲社會

企業發展的動態性，並提出測量指標，但其限制在於，此種界定方式包含許多可

能性組合，例如，歐洲社會企業雖偏向勞動者合作社及使用者合作社的混合體，

但亦包含另三種可能性，即勞動者合作社與倡議型非營利組織的混合體、使用者

合作社與生產型非營利組織的混合體，及使用者合作社與倡議型非營利組織的混

合體。對於後三種可能性，目前文獻似乎著墨不多，故目前所建構之「經濟」與

「社會」指標是否適用，仍有待更多資料加以驗證。 

 

參、功能的評論 

功能面向探討重點在於歐美社會企業有何貢獻與限制？故探討重點在於歐

洲社會企業所採取的發展策略及發展新趨勢，並析探這些策略所產生的貢獻與限



 

制。 

歐洲社會企業最主要的貢獻在於創造就業機會，以減緩歐洲福利國家失靈

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故相關文獻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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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種功能顯現歐洲社會企業偏向地區型的微型企業，主要結構係由社

會經濟所演化而來，並且強調如何協助政府解決高失業問題。然而，政府關心的

是如何降低服務的數量，而對於服務品質則是興趣缺缺，此種趨勢的風險在於可

能會降低非營利部門的獨立性，其中尤以自主性風險最受矚目，對此，Borzaga & 

Defourny(2001)認為必須從「管理」 (management)著手解決，而 Borzaga & 

Santuari(2003)則提出四項「政策」(policy)主張加以解決。歐洲社會企業理念日

漸受到台灣政府與實務界的引介與學習，故對於歐洲社會企業所可能產生的風險

與限制，渠等論點相當值得台灣政府與實務界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