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台灣社會企業之探究 

本章首先提出研究設計，包含深度訪談法的過程與樣本選取，並據以提出

本研究之編碼類別表；其次分別從從環境、結構，及功能三個面向，逐一檢索深

度訪談法所選取四個樣本的發展經驗，並論述這些經驗與歐美社會企業發展的契

合程度。 

 

第一節 研究設計 

壹、樣本選取 

一、個案選取標準 

由於本論文係屬探索性研究，故採取質化研究方法較為適當，是以，本研

究採取深度訪談法，據以析探台灣社會企業的發展現況。質化研究樣本選取重點

在於其代表性，而非數量多寡，故在樣本數方面，主要採取「立意取樣法」，選

取具代表性個案作為訪談對象。 

至於樣本選取主要依據三個指標，包含：個案的知名度，是否有顯著的商

業活動，及必須契合本研究之問題意識。 

首先，就知名度而言，有鑑於台灣社會企業的發展尚屬初步階段，從事商

業活動的非營利組織仍欠缺統計資料，故知名度是樣本選取的首要考量，而知名

度常顯現在成功案例中。 



 

其次，社會企業與傳統非營利組織最大的差異點，即在於社會企業具有顯

著的商業活動，此種商業活動有二個特性：（一）商業活動在性質上可能為生產

性活動、服務性活動，或兼具兩者；（二）此種商業活動必須具備市場競爭的可

能性，而非由非營利組織所獨佔。故台灣雖有許多具知名度的非營利組織，但若

缺乏上述特性，則排除在樣本選取範圍，例如，慈濟基金會係台灣最具國際知名

度的非營利組織，然而慈濟基金會主要依靠慈善募款，其商業活動並不顯著，故

加以排除。 

最後，在台灣個案選取方面，有鑑於合作社非營利化成功個案並不顯著，

而以協會為主體的微型企業雖日趨蓬勃發展，但其規模與影響力仍不如基金會，

故對於萌芽階段的台灣個案觀察，為契合本研究問題意識，爰將樣本選取限縮在

較具規模及影響力的基金會。 

二、個案的代表性 

依據前述樣本選取的三個指標，本研究選取喜憨兒基金會、伊甸基金會、

陽光基金會，及彭婉如基金會作為訪談樣本。 

首先，喜憨兒基金會在花旗銀行協助下，不僅人氣指數甚高，且烘焙屋及

餐廳等商業活動亦相當成功，其商業活動雖肩負部分社會目的（職訓），但主要

目的在於追求自主財源，故相當契合本研究問題意識。 

其次，伊甸基金會係台灣相當具有知名度的身心障礙服務組織，而杏林子

劉俠女士就是相當重要的指標性人物，伊甸基金會的事業體不但多元，且兼具生

產性與服務型，雖有兼具就業目的的庇護工場，但伊甸事業體主要目的則在於挹

注基金會的財政缺口，且由基金會本身創設成立，故相當契合本研究問題意識。 

第三，陽光基金會可謂開創國內顏面損傷者就業的典範，其洗車中心並廣



 

為其他基金會仿效，而近年來介入加油站經營，希望能夠結合洗車中心運作經

驗，為身心障礙者就業開闢另一道機會之窗，陽光基金會商業活動主要係以提供

社會目的為主，經濟目的並非主要考量，且事業體亦甚少受到政府與企業的協

助，故相當契合本研究問題意識。 

最後，彭婉如基金會係紀念彭婉如女士而成立，故甚受媒體的關注，且因

彭婉如基金會積極介入政治性活動，比如助選及婦女就業政策倡議，復以政黨輪

替，更讓彭婉如基金會知名度迅速提升，而被視為與政府關係相當密切的新興組

織，故相當契合本研究問題意識。 

貳、訪談進行過程 

一、擬定訪談大綱 

從國內相關文獻發現，台灣目前似乎尚無符合歐洲經驗的社會企業個案，

陳金貴教授指出，社會企業的發展可以分成美國與歐洲兩種途徑，而台灣係屬美

國經驗，也就是以非營利組織所擁有的一切為基礎，再以企業方式來經營(陳金

貴，2002: 43)。故本研究訪談大綱初期便依此基礎，針對分析架構進行擬定半結

構式問卷，訪談大綱一共 10題目，包含： 

1.請問貴組織何時開始從事商業行為？當時的主要活動為何？採取這些活

動方式的目的為何？是否接受其他組織的協助？ 

2.請問貴組織目前主要的商業活動為何？採取此種活動方式的目的為何？

是否接受其他組織的協助？ 

3.請問貴組織對於這些商業活動的定位為何？ 

4.請問貴組織的商業盈收如何使用或分配？是否會因此排擠其他資金來

源？您認為這些收入是否應比照其他捐款項目予以稅捐優惠？理由為何？ 



 

5.請問目前的商業活動是否有達到預期目標？未來有無擴增計畫或退場機

制？ 

6.請問貴組織的商業活動，由誰規劃？如何規劃？由誰決定？如何監督？ 

7.請問貴組織的職工及志工參與商業活動的意願如何？ 

8.請問貴組織的商業活動，與組織使命間的關聯性為何？ 

9.請問貴組織所採取的商業活動，對於組織形象是否有明顯的幫助？ 

10.請問貴組織認為政府對於社會企業，應該採取何種政策態度？目前政策

是否有改進的空間？ 

二、聯繫過程 

為深入瞭解四個選取個案的發展經驗，故本研究將訪談對象鎖定實際負責

運作的執行長(CEO)，經電話聯繫，並將訪談大綱送受訪單位參考，陸續得到喜

憨兒基金會、伊甸基金會，及陽光基金會執行長的首肯，然而，彭婉如基金會則

有所遲疑。彭婉如基金會王執行長回復表示，該基金會對於「社會企業」一詞相

當有疑慮，經深入瞭解，該基金會自認並未從事營利的商業活動，而是偏向就業

平台，且針對本研究大綱所擬問題，因涉及基金會設計理念，故建議修改大綱，

並以劉董事長為訪談對象為宜。 

依據王執行長的建議，在以社會目的為主軸下，修正部分訪談大綱，訪談

大綱亦 10個題目，包含：  

1.請問貴組織何時開始從事就業媒合工作？當時的主要活動為何？採取這

些活動方式的目的為何？是否接受政府或其他組織的協助？ 

2.請問貴組織目前主要的就業媒合工作為何？採取此種活動方式的目的為

何？是否政府或接受其他組織的協助？ 



 

3.請問目前的活動是否有達到預期目標？未來有無擴增計畫或退場機制？ 

4.請問貴組織所從事就業媒合工作，是否有收取費用？若有，如何使用及分

配？您認為這些收費是否可以比照其他捐款項目予以稅捐優惠？理由為

何？ 

5.請問貴組織的活動設計，由誰規劃？如何規劃？由誰決定？ 

6.請為貴組織有何機制確保服務品質？ 

7.請問貴組織的職工及志工參與這些活動的情形如何？ 

8.請問貴組織的活動，與組織使命間的關聯性為何？ 

9.請問貴組織所採取的活動，對於組織形象是否有明顯的幫助？ 

10.請問貴組織認為政府對於社會企業，應該採取何種政策態度？目前政策

是否有改進的空間？ 

經多次電話及電子郵件聯繫，終獲得劉董事長首肯接受訪談。而經過與彭

婉如基金會聯繫經驗，讓研究者重新思考一個問題，難道台灣真的沒有所謂的歐

洲經驗嗎？這個問題也成為訪談分析時關注的一個重點。 

三、進行訪談 

為有效進行深度訪談，本研究採取半開放式的訪談方式，就訪談大綱題目進

行深入對談，並獲得受訪者同意全程錄音，以利整理訪談紀錄，訪談過程中，並

請受訪者提供其他可資佐證之資料，例如，喜憨兒基金會、伊甸基金會及陽光基

金會除提供歷年經會計師認證之財務收支報表外，也提供相關研究報告，而彭婉

如基金會因未進行財務報表認證，故提供基金會發展重要理念與作法的研究報

告。本研究受訪對象如表 5-1。 

 



 

 

表 5-1  本研究受訪對象一覽表 

樣本 訪談對象 訪談日期 訪談方式 代號 

喜憨兒社會福利基金會 執行長武庭芳 2005/4/21 面訪/錄音 喜 

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 執行長陳俊良 

企畫室主任張雅淑 

2005/4/26 面訪/錄音 伊 

陽光社會福利基金會 執行長陳淑蘭 2005/4/28 面訪/錄音 陽 

彭婉如基金會 董事長劉毓秀 2005/5/12 面訪/錄音 彭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四、整理訪談紀錄 

完成深度訪談後，依據錄音資料整理訪談紀錄的逐字稿，為求訪談資料的

準確性，故復請受訪者針對逐字稿內容進行確認。其中伊甸基金會除進行修正

外，並會該基金會內部相關單位，例如會計室即針對免稅問題提出補充意見，而

在訪談紀錄末端，亦針對台灣社會企業未來研究提出補充建議。為尊重受訪者意

願，故附錄予以全文保留。 

陽光基金會除針對逐字稿進行修正外，亦於訪談紀錄末端針對社會企業的

內涵出補充意見，同樣基於尊重受訪者意願，於附錄予以全文保留。 

至於喜憨兒基金會及彭婉如基金會則提供文字修正，基於尊重受訪者意

願，修正或刪除涉及敏感問題的文字稿。 

 

參、資料分析 



 

在資料分析方面，本研究採取質的編碼方式及比較分析法，針對四個訪談個

案的訪談資料，分別進行反覆及深入的分析，從環境、結構、及功能三個面向，

析探台灣社會企業的發展現況與應用性。本研究之編碼類別表如表 5-2。 

表 5-2  本研究之編碼類別表 

分析面向 指標 操作化定義 

社會目的為主，經濟目的為輔 興起背景 

經濟目的為主，社會目的為輔 

促進者類型 

環境 

促進者 

共同特色 

事業體 研究個案的現況 

就業支持互助系統 

法律地位 

組織架構 

結構 

組織特徵 

組織變革 

主要活動領域 活動領域 

新趨勢 

兼具社會與經濟功能 

社區發展 

主要貢獻 

政策倡議 

就非營利組織本身 

與政府協力 

功能 

發展限制 

與企業協力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肆、個案簡介 

在進行訪談資料分析之前，首先針對「成立緣由」、「組織宗旨」，及「主要

活動」等三個面向，依序簡介喜憨兒社會福利基金會、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陽

光社會福利基金會，及彭婉如文教基金會。 

一、喜憨兒社會福利基金會 

1995 年，一群喜憨兒的父母親，在高雄成立財團法人喜憨兒文教基金，其

組織宗旨在於終身教育與終生照顧，主要活動包含：喜憨兒烘焙屋及烘焙餐廳、

社區家庭、臨時及短期托育、就業服務及輔導，及喜憨兒俱樂部（如表 5-3）。 

表 5-3 喜憨兒社會福利基金會簡介 

分析面向 內容 

成立緣由 讓所有喜憨兒能夠生活在社區，有朋友，有工作，有溫暖的家，一
群喜憨兒的父母親，在 1995 年成立財團法人喜憨兒文教基金，開

啟台灣喜憨兒照顧的新頁。 

組織宗旨 終身教育、終生照顧 

主要活動 一、 喜憨兒烘焙屋及烘焙餐廳（高雄、台北、新竹） 
以溫馨動人的方式耕耘殘障福利事業，提供一個有效的工作訓練場

所及工作機會，讓心智障礙者的能力，發揮在生產上，減輕政府與

社會大眾照顧殘障者的成本。烘焙屋接受名顧問技術指導，提昇產

品品質，使商店得以有效經營，而有市場競爭能力。殘障者藉著工

作，與社區民眾建立關係，增加互動。用好口味、用愛、用真情，

博得社區真心的支持與認同，重塑殘障青年的形象，強化宣導關懷

殘障成效 
二、社區家庭（高雄） 
家是生命的倚靠，家的溫暖可以滋潤生活，憨兒長大成年了，父母

老了， 憨兒要有屬於自己的家，這樣的家：        ６－８人組成一
個家，兩三個家在左右鄰居，每個家由一至兩名輔導人員擔任父母

職務（亦即社會監護人），來協助安排起居，孩子們白天就業，晚

上回到這個溫暖的家，週末則由親人接回，這樣，家屬、社會共同



 

承擔教養的任務，即使父母老了、走了，孩子仍有妥善的照顧，享

有幸福。基金會以溫馨家庭之方式作住宿安置，由實際生活中作生

活訓練，並依社會生態分析設計功能性課程，包括個人衛生、衣著

照應、溝通能力、飲食照顧、家務管理、金錢處理、生活作息、休

閒技能、社會技能、社會統合等。  
三、臨時及短期托育（高雄） 
基金會與四十名臨托教保人員簽約；提供中重度心智障礙者短期、

臨時照護服務，以解決家庭照顧者之需求與困難。當家屬因發生緊

急狀況或病了、或累了、或出國；無法照顧憨兒時，可以向基金會

申請臨時照護服務。服務方式包括定點服務、在宅及寄養服務（含

夜間）。 
四、就業服務及輔導（高雄、台北、新竹） 
自食自立是每個憨兒家庭的夢想，我們能夠從被服務者的角色；轉

變為提供社會責任的社會人角色。透過社區化支持性就業服務，提

供心智障礙者工作訓練洽詢、工作媒合、推薦就業及職場輔導之服

務。 
五、喜憨兒俱樂部（高雄、台北） 
基金會創新方案自今辦理「喜憨樂團」已餘四個年頭，屢屢在各種

公開場合表演打擊樂，提供喜憨兒一個自娛娛人的正當管道。此

外，更進一步推廣「憨喜龍劇團」、「體能訓練營」等團體活動，

服務年滿十六歲以上心智障礙青年，在工作之餘可以從事正當休

閒、社交活動，建立正常的人際關係及休閒管道，並且開拓個人潛

能。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二、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 

1982 年，已故總統府國策顧問劉俠女士（杏林子），因著上帝的呼召及一顆

愛身心障礙者的心，期望為他們建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於是捐出多年稿費，並

和六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創造一個屬於身心障礙朋友的「伊甸園」；基金會以「服

務弱勢、見證基督、推動雙福、領人歸主」的服務宗旨，為弱勢族群爭取權益；

主要活動包括：為發展遲緩兒儲蓄希望、為成年身心障礙者重建自信、為高齡老

人安養天年、伸展國際雙福觸角（如表 5-4）。 

 



 

表 5-4  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簡介 

分析面向 內 容

成立緣由 1982 年，患有類風溼關節炎的輪椅作家－已故總統府國策顧問劉俠女

士（杏林子），因著上帝的呼召及一顆愛身心障礙者的心，期望為他

們建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於是捐出多年稿費，並和六位志同道合的

朋友，於 1982 年 12月 1日將這個夢想實現，創造一個屬於身心障礙
朋友的「伊甸園」。因著這分理想，從創會當時只有二個半職的工作

人員至今，現在，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全省已有 600多名全職工作人
員，其中含近四成的身心障礙員工，分布於台北市(1982)、台中縣市
(1988)、桃園縣(1993)、高雄縣市 (1996)、宜蘭縣(1996)、新竹市(1997)、
基隆市(1998)、台北縣(1998)、新竹縣(1999)、南投市(2000)、屏東縣
(2001)、苗栗縣(2001)、花蓮縣(2001)、嘉義縣市(2002)，在全省共有

15 縣市 44 個服務據點提供區域化的身心障礙福利服務，並且將台灣

的經驗傳遞到馬來西亞的檳城(1991)及吉隆坡(2000)，成立海外分會。

目前每天在伊甸接受服務從兒童到老人超過 5000 人，20 年來總共有

超過四十萬多個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接受了伊甸的服務。自 1985 年

起，伊甸率先關懷視障者權益，成立「盲人喜樂合唱團」，為視障者

開啟了心靈之窗；二年後，則為了爭取身心障礙者權益，將輪椅開上

街頭；而為了成全身心障礙者「行」的權利，伊甸當起了公辦民營的

復康巴士司機；又在「愛無國界、救援無礙」的信念下，當起台灣另

類外交的親善大使，進行輪椅捐贈的國際救援行動。因著「支持全球

反地雷、愛心輪椅送殘友」的活動，伊甸結合 921災後重建、創造災
民就業機會的援助計劃，開設了「南投 921 庇護工場」，為國際合作
與災後重建搭起前所未有的橋樑；而為了響應全球推動「無障礙環境」

理念，從台灣未來的接班人-大專院校學生開始推動「校園友善城市陣
線聯盟」，期盼將國內經驗與國際合作做最好的結合。伊甸相信在全

面向國際社會發聲的同時，不僅是提高台灣在世界上的能見度，更充

分表達伊甸參與亞太地區身心障礙福利推動之決心。1992 年帶領伊甸

的棒子因創辦人劉俠女士病情惡化，髖骨和下顎骨陸續開刀，將「落

地成兄弟，何必骨肉親」的理念，交給了現任董事長黃秉德先生及執

行長陳俊良先生。 
組織宗旨 伊甸基金會從事身心障礙福利服務已屆 20 年，基於「全人關懷」的

理念，年齡層從 0~65 歲以上提供綜合性社會福利服務，服務觸角亦

從成年身心障礙者的職訓、就業輔導、心靈重建，延伸至發展遲緩兒

童之早期療育服務、高齡老人居家照顧服務及災民的重建工作，以『服

務弱勢、見證基督、推動雙福、領人歸主』的服務宗旨，繼續爭取弱

勢族群的權益。 
主要活動 一、為發展遲緩兒儲蓄希望 



 

在台灣，每年有二萬二千多名發展遲緩的孩子出生，對這些孩子而

言，只要及早接受療育，三歲以前的療效是三歲以後的十倍，但是這

些孩子平均每個月的療育費用都不是一般家庭所能負擔。為了不讓孩

子因家庭經濟而耽誤了早期療育的黃金時機，伊甸提供了「0~6 歲發
展遲緩兒家庭社區服務方案」，包括：專業團隊聯合評估、就醫、保

險、療育、托育或就醫交通等費用的補助與親身服務。畢竟，孩子的

成長是不能等待的！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推出全省遲緩兒通報專

線，自 1994 年以來，服務了六萬人次的發展遲緩兒童家庭。全國遲

緩兒通報專線(02)2230-6685。服務內容包括：(1)社區化家庭服務：建
立早期通報系統、社會資源聯結、專業團隊聯合評估、臨時托育、居

家照顧、親職講座、經濟補助、權益爭取、入學轉銜、在宅服務；(2)
機構式早期療育：設立早期療育中心（教室）、提供發展遲緩兒童特

教及復健服務；(3)兒童專用輪椅研發、捐贈：截至 2002 年 10月，伊
甸已送出 2,491台兒童專用輪椅給國內身心障礙兒童。 
二、為成年身心障礙者重建自信 
目前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全國約有 81 萬人，其中成年身心障礙朋友

佔 80%，服務範圍從大台北地區，延伸到桃園、新竹、台中、苗栗、

南投、宜蘭、高雄、基隆、屏東、馬來西亞檳城與吉隆坡。服務方式

更強調尊重個別差異、回歸社區、科技應用等的現代服務理念。服務

內容包括：評選制度、職前適應班、個案管理服務、在職進修、心理

輔導、志工服務、家庭重建、心靈重建、福音關懷、經濟補助、職業

訓練、庇護工場、自強商店、重殘養護、轉銜服務、醫療復健、職業

輔導評量、支持性就業、庇護性就業、居家照顧。 
三、為金齡老人安養天年 
「老殘本一家」台灣社會高齡化的結果，每年將有 20%失能老人產生，

目前台灣地區的老年人口超過一百七十萬，而每十個老人中，就有一

個人面臨獨居問題。面對這樣迫切的需求，伊甸自 1996 年起，投入

「老人及長期照護」的福利服務規劃，針對有獨立生活能力的老人，

舉辦「休閒活動」、開辦「老人大學」；針對需要人協助生活照顧的老

人，推出「居家照顧」服務，並鼓勵民眾成為服務園丁，走向居住安

養的社區模式以及社工輔導。1999 年 4月在新竹縣新埔鄉照門村購置
一塊 300坪土地，刻正規劃整修原地上老舊建物 120坪作為老人養護

中心。這一切，都是真心地希望能為這些生命接近黃昏的老人們，規

劃出一個安詳舒適的晚年生活。服務內容包括：電話關懷、陪同就醫、

社區服務、諮詢服務、輔具服務、居家照顧服務、心理協談、休閒服

務、居服員訓練、老人大學、日托養護、送餐服務、獨居老人個案管

理。 
四、伸展國際雙福觸角 



 

伊甸馬來西亞分會第一個服務據點於 1991 年在檳城成立，第二個服

務據點於 2000 年在吉隆坡成立，藉由提供服務同時，將基督的福音

帶入，領人歸主。伊甸基金會馬來西亞服務中心的服務對象，不限年

齡，除聽語障、視障朋友須提供轉介外，對於其他身心障礙朋友伊甸

皆竭盡所能的提供服務。目前在當地已設立兒童保育院、電腦職訓

班、才藝教室並提供就業服務、輔具及諮商服務等。在全球如火如荼

展開反地雷運動之際，伊甸基金會自 1997 年 3 月開始積極推動「愛
無國界~支持全球反地雷」活動，得以非政府組織進入國際社會。兩

年來以觀察員身分，分別赴莫三鼻克、布魯塞爾、渥太華、約旦、日

本等國地參加國際反地雷組織會議，並於 1998 年 7 月正式成為國內
唯一參與國際反地雷組織的台灣代表（ICBL-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該組織於 1997 年榮獲諾貝爾和平獎，伊甸每年定期

舉辦相關反地雷議題的活動，並已送出 3,796 台輪椅給全球地雷數最

多的阿富汗、柬埔寨、約旦、韓國、越南、莫三鼻克、馬來西亞、薩

爾瓦多等國。匯集台灣民眾的力量，籌募輪椅來代替因誤踩地雷而失

去腳的朋友，讓他們可以走出斗室，開始上學、復健、接受職業訓練、

工作，重新展開新的生活。另外，於 2001 年亦著手規劃並推動台灣

友善城市運動(Taiwanese campuses Campaign to be Barrier-Free)簡稱
TCBF，期待藉此呼應聯合國經濟社會合作事務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在亞太地區推
行的身心障礙十年計劃，號召國內外青年學子參與關懷身心障礙者的

人權困境，俾使首字原為「Taiwanese」的 TCBF，進而轉為「跨越國
際」「Trans-Nationalee」的 TCBF。二年來，不僅國內外超過二萬名的

大專院校學生以坐輪椅拄拐杖方式體驗身心障礙者的生活不便，亦進

而在學校推廣校園無障礙。服務項目包括：輪椅贈送、國際救援、友

善城市推動、參與國際社會、國際志工服務、英文網站服務、國內外

國際合作、國際差傳、宣教庇護。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三、陽光社會福利基金會 

陽光社會福利基金會乃是由 10個社會服務團體共同發起，希望藉由社會關

懷的力量和專業服務，協助顏面損傷及燒傷朋友，其組織宗旨在於以全方位服

務，為顏損及燒傷者重建環境、身體心理與社會功能，維護其尊嚴與人權，主要



 

活動則在服務、關懷、防治理念下，從事八項活動，包含：經濟補助、生理復健、

形象重建、心理輔導、就學輔導、就業輔導、短期安置，及宣導服務（如表 5-5）。 

5-5 陽光社會福利基金會簡介 

分析面向 內容 
成立緣由 1981 年 12月 18日國際殘障年尾聲之際，台北基督教勵友中心及一

群熱心公益人士結合 10 個社會服務團體共同發起成立陽光基金

會，希望藉由社會關懷的力量和專業服務，協助顏面損傷及燒傷朋

友，走過傷後艱辛且漫長的重建路程。 
組織宗旨 理念：服務、關懷、防治。 

宗旨：以全方位服務為顏損及燒傷者重建環境、身體心理與社會功

能，維護其尊嚴與人權。 
服務對象：顏面損傷及燒傷者 

主要活動 一、經濟補助 
為使傷友無後顧之憂，全力投入身心重建、提供醫療、復健、輔具、

生活及交通等方面的經濟援助。 
二、生理復健 
為避免因燒傷疤痕後遺症而造成永久性肢體功能障礙，提供治療師

專業治療，並藉傷友團體的相互支持，促使傷友及早康復。 
三、形象重建 
提供顏面損傷者形象重建的服務，提供心理建設的課程、支持性團

體等，也教導他們使用特殊化妝品及適切的服裝顏色和型式來美化

外表。  
四、心理輔導 
運用個別諮商與音樂、戲劇等團體活動，以及家屬經驗分享座談

會，協助傷友重建自信。 
五、就學輔導 
舉辦各類學校宣導活動、座談會，及定期頒發獎助學金，以協助傷

童就學適應並鼓勵其努力向學。 
六、就業輔導 
提供就業資訊，協助就業適應，使傷友儘早自力更生，回歸社會。

開發及設置多功能庇護職場，藉著良好的經營管理，提供身心障礙

者就業及職業訓練的機會。 
七、短期安置 
針對需密集復健，或心理與職業重建之傷友，提供家庭式居住服

務，使其及早回歸家庭、社會。 
八、宣導服務 



 

舉辦預防燒傷與緊急處理的各項宣導活動，以減低意外事件的發

生，並辦理關懷及接納顏損朋友的宣導活動。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四、彭婉如文教基金會 

為紀念不幸遇害的彭婉如女士，故特別成立彭婉如文教基金會，以延續她

的未竟之志和理想，組織宗旨以兩性平權為主軸，而主要活動有六項，包含：保

母系統、課後照顧、居家服務、心理衛生、自治幼兒園，及社區治安（如表 5-6）。 

表 5-6 彭婉如文教基金會簡介 

分析面向 內容 
成立緣由 1996 年 11月 30日，時任民進黨婦女部主任的彭婉如女士，南下高

雄為隔天即將進行表決的民進黨「婦女參政四分之一保障條款」徹

夜奔走，不料卻在深夜搭計程車前往住宿旅館途中遇害，喪生於一

個對女人人身安全毫無保障的社會。為了紀念這位以爭取婦女權

益、提倡兩性平等為畢生志業，卻不幸慘烈犧牲的婦運先驅，婦運

團體的姊妹、民進黨的同志和她的親朋好友，除了發起「1221 女權

火照夜路」大遊行、施壓立法院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催生

教育部「兩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之外，並特別成立「財團法人彭婉

如文教基金會」，以延續她的未竟之志和理想。 
組織宗旨 1.兩性平權教育，建立兩性平權文化 

2.督促與婦女人身安全有關之教育及政策之落實 
3.促進保障婦女權益法令制度之建立、落實兩性平權文化 
4.鼓勵婦女參與政治及公共事務 
5.獎勵各項與婦女議題有關之服務、執行及研究 
6.開發婦女潛力，結合社區需求，落實福利社區化 
7.落實終身學習、職業教育與就業協助  

主要活動 一、保母系統 
由於現今社會型態大幅改變，雙薪家庭急遽增多，托育的問題也隨

之愈趨重要，如何找到「好」保母，便成為大家共同的心願。基金

會為了滿足社會上的托育需求，並鼓勵婦女二度就業，特別成立了

「社區保母培訓班」，讓家長在居家附近就可以找到專業的、安全

的保母，既可免除托嬰時的路途奔波，又可袪除他們對不當托嬰的



 

焦慮。此外，結業後的保母亦可認識社區內的其他保母，需要時可

互相照應，並藉由在職培訓持續獲得專業方面的諮詢，擺脫昔日孤

立無援的困境。主要做法是在社區開辦社區保母培訓「基礎班」與

「在職班」兩種課程，招募社區有意成為保母的婦女，給予育嬰基

礎訓練，讓她們成為專業的好保母。此外，也歡迎領有執照之現職

保母參加「在職班」，不僅可增加保育新知，並且有機會彼此切磋

托育經驗，若萬一有急事需要外出，也有對象可以臨托。而為了要

確保托育品質，凡加入支持系統的保母，基金會皆會先派員前往做

家庭訪視，查看保母家庭成員是否複雜、居家環境品質是否妥適

等？確實做好篩選與把關的工作，提昇保母的專業素質。 
二、課後照顧 
為了讓社區不再有鑰匙兒，為了協助社區父母安心就業，為了給予

學童生活與課業輔導，為了給予低收入家庭學童及受父母忽視之小

孩平等的學習與成長機會，基金會設計了社區課後照顧支持系統，

下課後就讓孩子就近留在學校的大空間裡，利用學校的設施，由社

區媽媽、學校老師及各類專業人才，大家一起為孩子課後的這段時

間，提供不一樣的課程內容。主要做法首先尋求有意合作與理念相

近的學校，再從該學區招募高中職、大專以上學歷、有熱誠、有專

長、有意從事課後照顧的婦女，給予職前 360小時的培訓，及之後
不斷地在職訓練。通過遴選者即可進入學校從事學童課後照顧的服

務了。基金會自 1997 年開始推動課後照顧方案後，目前已與全省

72個小學合作，共照顧了 5,781名學童。 
三、居家服務 
雙薪家庭的增多，已經是現今社會發展的趨勢，基金會為了讓職業

婦女可以安心工作，特別開設「社區家事管理人員培訓班」，透過

專業的課程安排，培訓專業的家事管理人員，建立家事管理人員支

持系統。社區家事管理支持系統提供了家務整理（包括清掃、洗

衣）、膳食、陪伴、陪診以及接送的服務，將繁雜的家務勞動轉為

專業、有酬的工作，不僅免除了職業婦女因為分擔家務勞動、接送

孩童而陷於蠟燭兩頭燒的困境，提昇家庭生活的品質，連帶地也為

有工作需求的婦女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主要做法是透過幫幫專線及

其它管道招募年齡介於 20-60 歲之間、有意成為家事管理人員的婦

女，加以分區培訓，等培訓課程結束，通過遴選者基金會將會她們

免費轉介工作。基金會自去年 11月底推出家事管理方案以來，目前

已成功協助了 336名婦女順利就業，服務了 740個家庭。 
四、心理衛生 
1959 年聯合國發表「兒童權利宣言」，呼籲個人、團體、國家必須

努力促進兒童身心健全發展，謀求其正常的生活，在這種權利意識



 

的發展過程中，已然將兒童視為一完整的個體，也進一將兒童健全

的心理發展視為兒童權利基礎之一，兒童心理衛生（Mental Health）
的實施，即是透過社會、精神、心理、預防等專業的連結，藉由個

別或團體方式提供個體、家庭或團體組織相關知識，以期達到增進

兒童心理健全發展的目的。兒童的成長主要在家庭、學校及社區中

停留，對於學齡階段的兒童而言，校園生活更是兒童生活之中相當

重要的環境，在學制的規劃之下，幾乎所有兒童的兒童期都在校園

中渡過，另一方面，基於學校制度的高組織性，使得兒童心理衛生

工作透過學校組織，而能更為落實和普及提供兒童心理發展需求，

因此，「學校」是實施兒童心理衛生工作的理想介入點。學校心理

衛生工作的重點在於幾個面向，分別是：預防性工作的實施、覺察

問題或需求、社區化的處置、持續性的支持、適切的介入處遇，以

及治療和復健。目前彭婉如基金會的課後照顧支持系統方案已於台

北市、台北縣、台中區、台南區及高雄區多所國小進行，服務 5000
多位學童，本方案透過於課後照顧的系統進入校園，提供心理衛生

的專業支持，作為社區與學校資源力量之整合，共同實踐社區心理

衛生的服務輸送。 
五、自治幼兒園 
讓 3至 6歲的幼兒不用坐娃娃車，而可以在自己所熟悉的社區裡上

「公辦社區營」的幼兒園，得到妥善、專業的照顧與教育，是社區

自治幼兒園成立的目的。九二一地震發生之後，基金會首先考量居

民的需求，結合基金會在災區所實施的課後照顧方案，並在台中縣

政府的協助及台新銀行的贊助之下，基金會相繼在新希望新村、花

東新村、慈濟大愛新村這三個組合屋區以非營利的方式，開辦了社

區自治幼兒園。 
六、社區治安 
由於彭婉如女士的遇害，基金會成立之初便將社區治安的工作列為

重點，希望能動員、結合居民的力量，整治治安死角，推廣安全愛

心站及社區安全通報系統，進而讓居民開始關心社區的環境、關心

他人的安全，尤其是婦女及兒童的人身安全。安全愛心站的推廣從

剛開始只在台北縣市、高雄縣市與基隆市等 62 個學區設立 5 千多
個安全愛心站，到現在已經與全省一萬多家的連鎖便利商店合作，

希望社區治安能藉由安全愛心站的由點連成面而更具成效。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第二節  台灣社會企業的環境 

本節依據本研究之編碼類別表，針對四個訪談個案的訪談資料，分別進行

反覆及深入的分析，從環境、結構、及功能三個面向，析探台灣社會企業的發展

現況，而在分析過程中，基於訪談個案回答重點有所差異，故編碼類別表所關注

之指標，僅能依據受訪者回答加以整理分析，部分指標因受訪者並未回應，故無

法完整呈現四個個案的意見。有鑑於目前理論無法完全詮釋社會企業興起之原

因，故對於台灣社會企業興起背景的觀察，無法直接從目前常見解釋理論得到解

答，相反地，宜透過本研究建構之分析架構之核心概念，即「促進者」角度加以

觀察，則將更契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壹、興起背景 

從歐美發展經驗可以發現，無論是歐洲或美國，社會企業的興起背景皆係

福利國危機，惟福利國危機肇因於不同的背景因素，主要差異點在於歐美國家不



 

同的文化背景。歐洲國家在民族國家意識興起後，復以文化復興及工業革命的輔

助，民眾習於賦予國家更多的責任，故造成管理主義的興起；而美國立國之初，

係主要由歐洲移民所組成，因為 13 州人民來自不同種族背景，故對於聯邦權力

相當疑懼，希望保留各州的獨特性，此點從美國聯邦與州憲法的權限規定，以及

無論人口或面積多寡，各州皆有 2位參議員就可以看出，而在強調個人主義及資

本主義的意識下，故美國文化比較偏好所謂的「小政府」，這也促發後續一系列

「師法企業」的政府再造風潮。 

歐美文化背景的差異，也為社會企業營造出不同的興起背景。歐洲社會企

業的興起背景，主要在於因應政府與市場雙重失靈所造成的社會問題，例如高失

業問題及社區照顧，故在組織型態上，主要係社會經濟的改革運動，也就是合作

社的非營利化，但部分歐洲國家，尤其是北歐國家，則仍偏向非營利組織的商業

化，惟此趨勢主要目的在於解決社會問題，至於彌補財源缺口並非重心；而美國

社會企業則呈現不同的樣態，其主要目的在於因應政府財政赤字所造成的資金缺

口，而為競逐政府契約，故被迫挹注企業精神，而轉型為具備社會企業精神的非

營利組織，故其主要興起動機在於經濟問題，並也肩負部分的社會使命。 

從歐美社會企業興起背景可以發現，社會企業的興起背景相當多元，往往

兼含社會目的與經濟目的，其差別僅在於程度的不同。此項特質亦呈現在台灣社

會企業的興起背景上，而呈現出兩種態樣，包含：「社會目的為主，經濟目的為

輔」，及「經濟目的為主，社會目的為輔」。 

一、社會目的為主，經濟目的為輔 

陽光在 1990 年所成立的洗車中心，不但為陽光基金會案主提供更多的服務

機會，也成為台灣其他類似組織競相模仿的對象，而陽光成立洗車中心主要基於

就業機會與案主的復健兩項社會目的。 



 

當初成立洗車中心應該與外部環境有關聯，當初顏面損傷朋友的就業機會

是非常少的，那時候的台灣環境，對於身心障礙者其實是不友善的，尤其

是顏面損傷的朋友，他們在就業機會的開發及就業的可能性比較低，那時

候的第一個想法是說，我們是不是自己可以辦一些事業體系，此事業體系

本身可以達到所謂就業安置的功能，我們自己設計一些事業體系，自己去

開發一些業務，這些業務本身有需要聘用一些人力，當然就是聘用顏面損

傷的朋友，從專業過程，這是第一個想法就是就業安置。第二個部分是復

健服務，當時台灣醫療環境對於嚴重燒傷個案是沒有提供復健的機會，復

健其實最好的方式就是 on-jobs，就是在工作中復健，燒傷因為皮膚疤痕狀

態，需要長期的運動，他們選擇擦車，是一個有助於復健的行業，可以達

到工作復健的要求，所以當時就在此情境下設立洗車中心。（陽 1） 

陽光基金會事業體雖肩負部分經濟目的，但陽光基金會並不以此為主要目

的，事業體即使呈現虧損狀態，但基於就業服務的多元性，基金會仍願意繼續予

以支持，例如，2002 年陽光基金會附屬作業組織作業淨損達 1,826,039元（如表

5-7），而即使有退場機制，成本仍非主要考量。 

會產生負數是因為三個庇護商店的虧損，把整體營業額拉下來。（陽 13）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我們可以負擔得起，我們的退場比較會從就業服務的

觀點，而非 cost的角度。（陽 41） 

表 5-7 陽光基金會歷年事業體淨利與淨損一覽表 

年度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附屬作

業組織

作業淨

利 

3,952,309 5,408,997 6,248,886 815,300 1,787,015 1,314,524   13,640,358 22,814,390 

附屬作

業組織

作業淨

            1,826,039     



 

損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彭婉如基金會主要基於北歐理念，希望建立一個具有關愛、平等、合作、

助人的好社會。 

我們的理念就是一個社區大家庭，因為北歐的理念，在 1928 年就提出 

people’s home這樣的理念，就是說，一個好的社會運作起來，應該注重的

價值是關愛、平等、合作、助人，一個好的社會應該像一個好的家庭。（彭

53） 

北歐理念強調互助系統的建立，透過共同購買達成經濟規模，並希望能夠

說服政府採納。 

北歐人交稅負擔照顧福利服務制度，這其實是一種共同購買的行為。由此

我們得到靈感，那就是只要有辦法提供品質可靠、符合人民需求的服務，

就能號召夠多的人們前來共同購買，形成一定的經濟規模，得以持續營運。

我們目前就是靠著個理念和做法在支撐的。我們做得到，為何政府和社會

做不到？我們相信，假以時日，我們並非不可能說服他們如此做。（彭 47） 

二、經濟目的為主，社會目的為輔 

伊甸基金會創會理念在於幫助弱勢殘友自力更新，除向社會大眾募款外，

為求自力更生，故開始從事義賣活動。 

伊甸基金會創會理念在於幫助弱勢殘友自力更新，若本會自己無法自力更

新根本就緣木求魚，向社會大眾募款固然是我們創會時的基調，但為求自

力更生，故開始從事義賣活動；而在自力更生之外，這些活動同時可以為



 

身心障礙的弱勢族群創造就業機會，這二個價值是我們最原始的基本動

機。（伊 2） 

喜憨兒基金會較為特別，其成立事業體的原始目的在於提供憨兒終生照顧

與教育，讓憨兒能夠回歸主流就業市場。 

整個的焦點就是在幫助憨兒工作能力的培養，一技之長，幫助憨兒能夠得

到一個穩定的工作，謀生能力的前途之下，當時為身心障礙者所提供方案

多半是洗衣洗車之類，日本經驗可以帶回國內，開一個屬於憨兒的麵包店，

教憨兒做這一些事情，依此想法，在去找地方、找師傅。（喜 5） 

但在花旗銀行協助下，喜憨兒基金會事業體收入大幅度擴增，致使基金會事

業體轉向以經濟目的為主，社會目的為輔的操作機制，對此，該基金會也意識可

能風險，故希望重心回歸社福部，但遭受事業部反彈，由此可以證明喜憨兒基金

會事業體目前較偏向經濟目的。 

我們在初期專業方面，曾被同儕團體質疑，喜憨兒只會做生意。但是這兩年

我遭受事業部的反彈，認為我都偏向社福那一塊。（喜 58） 

或許有人會質疑，非營利組織可稱為為廣義的公益組織，故應以社會目的

為主，為何會產生以經濟目的為主、社會目的為輔的奇特現象？此種現象是否會

損及非營利組織的公益形象？ 

會產生於種此疑問，主要關鍵在於將社會企業等同於非營利組織，事實上，

社會企業係屬非營利組織的新趨勢，更嚴謹的說，社會企業乃是組織變革下的產

物，無論是歐洲社會經濟非營利化，或美國非營利組織商業化，社會企業並未取

代非營利組織，往往僅是非營利組織內部的一個部門或事業體，此點除在美國經

驗外，也在歐洲經驗得到驗證，例如 Thomas所論述義大利社會合作社與第三部



 

門之關係1。換言之，即使社會企業以經濟目的為主，並不影響所隸屬非營利組

織母體的社會性，此點可以從喜憨兒基金會及伊甸基金會的案例得到驗證。 

此外，「社會目的為主、經濟目的為輔」及「經濟目的為主、社會目的為輔」

兩種樣態，顯示社會企業的興起背景係兼含雙重目的，而兩者間的差異在於程度

上的差異，而非二分法。 

貳、促進者 

一、促進者類型 

促進者的類型，可以從非營利組織本身、與政府協力，及與企業協力三個

角度加以觀察： 

（一）非營利組織本身 

1.社會目的優先型 

以陽光基金會為代表，雖然原始理念由案主所提出，但因為考慮到服務的

公平性，故基金會本身成為事業體的促進者。 

一剛開始設立時，是由我們的顏損與燒傷傷友，也就是 clients所提出來的，

原先他們是希望以基金會名義，但實際上他是私人化的，就是由基金會出

面，跟政府拿到一些比較優惠的條件，比如土地，讓這些顏面損傷朋友去

經營，但是後來考慮到服務的公平性，不能只服務少數人，由陽光出面，

只服務少數人，經營跟獲利都是傷友，而用陽光的名義，這樣公平性會有

問題，所以後來大家的決議就由陽光來經營，聘用對象就以顏面損傷及身

                                                 
1 請參見本研究圖 2-1。 



 

心障礙者為主，經營的主導權就變成在陽光。（陽 1） 

至於決策模式，一般而言係採取由下而上的模式，若是規模較大的事業體

個案，則會由跨單位的專案團隊負責，待過籌備期或營業初期後，再交由站長負

責。 

有可能是由原先的服務部門先做起，比如壓力衣工作室是由重建服務部門

提出，而其他庇護工場則由就業服務部門提出，希望工場是由行銷部門提

出，也就說，是由不同業務單位所提出，至於比較大的事業體，比如加油

站及洗車中心的經營管理，在基金會就會成立一個籌備小組，基金會內目

前並沒有一個較為具體的所謂事業部門來掌控所有的事業經營，所以整個

部門是扁平的，只有在草創籌備期或營業初期的 3 個月或半年，小組會介

入，過後小組就解散，而由專業經理人掌控事業體。也就是說，除由下而

上外，也會有一群相關團隊，比如加油站籌備，是由基金會各服務部門形

成一個 team，而籌備處的經理就是他未來的站長的人選。（陽 39） 

2.經濟目的優先型 

以伊甸基金會為代表，對於組織設計，基金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主要

係配合內外環境的變遷，予以適時調整。 

我們組織的設計曾經一再地因時制宜，例如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叫做”三權

分立”，福音、福利及事業是我們三大功能組織，後來才又變成區域型的組

織，分成北中南三區，這些分分合合都是因應我們組織內部發展上的需求，

那當然有同時考量到外部社會變遷的一些狀況。（陽 11） 

至於決策方式，則從由上而下決策模式，逐漸轉變為由下而上的參與模式。 

主要由我與創辦人劉俠女士一齊討論，有部分董事也會共同參與，過去組



 

織型態比較偏向由上往下的組織決策模式，等到擴充到各區域後，這些區

域主管也逐漸被育成起來，就開始進入由下往上的模式，‧‧‧而慢慢專

業化後，執行歸執行團隊，董事會就負責政策決定與監督。（伊 13） 

（二）與企業協力 

以喜憨兒基金會為代表，花旗銀行在喜憨兒基金會事業體擴展初期，扮演

資金贊助與公益行銷的重要角色。 

在 1998 年至 2001 年基金會擴展期間，喜憨兒認同卡發揮很大的幫助，第

一個幫助是 10萬美金幫忙在高雄成立第二個門市，美國花旗基金會透過花

旗台灣及聯合勸募，認為我們的理念值的 promote，故選定我們作為直接

捐款之對象，幫助我們到高雄新光三越設工作站，因為在百貨公司較有見

光度。（喜 21） 

至於合作的決策模式，花旗銀行主要基於行銷考量，希望擴大基金會的知

名度，但最後決策權仍由基金會董事長決定。  

花旗台灣的公關部在企業形象及回饋考量下，就與我們研商有何持續性的

合作方式，因此提出認同卡，這是花旗的第一張認同卡，條件是基於行銷

考量，高雄知名度不足，就 push我們至台北設站。花旗投入 500萬無息貸

款，各部門高階主管也介入協助，所以統領及光復店，都是花旗銀行談來

的，當然最後由我們董事長決定。（喜 21） 

（三）與政府協力 

彭婉如基金會則是相當特別的發展經驗，其係扮演福利概念促進者，而非

政府失靈的彌補性角色。 



 

我們希望做照顧福利服務制度的「研發、實驗、示範，與推廣」，在此過程

中，我們當作火車頭，之後再讓國家或與社會來接。（彭 19） 

外界對於彭婉如基金會一直有些看法，認為其能夠在這幾年快速竄起，乃

是因為得到政府的協助與補助，對此，彭婉如基金會並無法認同。 

我們所堅持的「給釣竿而不是給魚」的做法，跟我國政府素來採行的殘補

式福利措施格格不入，每一次拿一點補助款，就要爭吵老半天。（彭 9） 

謝長廷擔任高雄市長時，就有人一直這樣講，因此去年高雄市就乾脆公佈

撥給民間團體的補助款金額，結果我們是倒數第二名，大為出乎各方意料。

（彭 11） 

若比較受訪者 2003 年政府補助金額，彭婉如基金會雖達 1千 3百多萬元，

但在四個受訪者中，則排名最後，此數據或許可以間接證明彭婉如基金會的觀點

（如圖 5-1）。 

政府補助金額

0

200,000,000

400,000,000

政府補助金額

政府補助金額 46,757,454 363,708,000 18,007,736 13,892,970 

喜憨兒 伊甸 陽光 彭婉如

 

圖 5-1 本研究四個案 2003 年政府補助經費比較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至於與政府的協力模式，彭婉如基金會則將自己定位為領航者。 

我們是自己定位為實驗政府，‧‧‧我們的一個口號是：「婉如基金會今天

做的事，就是國家明天要做的事」。（彭 49） 

與政府協力關係中，尤其在契約外包的趨勢下，一般認為政府扮演資金贊

助者角色，此種觀點相當符合美國社會企業的發展歷程，但從彭婉如基金會案例

可以發現，非營利組織在與政府協力關係中，並不一定扮演被動的補充性角色，

如果採取北歐理念，則社會企業可以成為非營利組織政策倡議的重要手段。若回

顧 Defourny(2001)所提出歐洲社會企業的概念圖就可以發現，Defourny認為歐洲

社會企業雖偏向勞動者合作社與生產型非營利組織的混合體，但 Defourny 並未

排斥社會企業係屬倡議型非營利組織的可能性，彭婉如基金會就是相當明顯的例

證，而彭婉如基金會的發展經驗，也提供本研究重新檢視歐美社會企業整合的可

能性。 

二、共同特徵 

（一）兼具自治與協力模式 

上述對於促進者類型與決策模式的分析，並非表示這四個受訪個案僅具備

僅符合該項模式。事實上，在實務運作經驗中，社會企業既然被視為具備混合經

濟的特性，這也表示無法以二分法界定社會企業的內涵，同樣道理亦適用於促進

者類型的分析。 

（二）師法歐美發展經驗 

社會企業乃是歐美非營利組織的重要發展趨勢，台灣社會企業發展的共同

特徵在於，師法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例如，喜憨兒基金會師法日本經驗，為心



 

智障礙者成立類似的烘焙屋；伊甸基金會師法美國 Goodwill 及日本經驗，開始

從事資源再生助殘胞活動；陽光基金會則以歐洲荷蘭機場商圈為例，強調政府特

許的重要性；而彭婉如基金會則傾向學習丹麥模式，強調政府在就業上的責任。 

經過去日本考察，我們董事長在日本看到他們的社區裡有一個麵包店，為

心智障礙者成立類似的這樣一個麵包店，當下就覺得這個理念很好，他覺

得這個方式是很 ok的，回來後就積極進行。（喜 4） 

還是有向外取經。比如我們一些服務的想法，如傷健一家、早期療育，及

「資源再生助殘胞」理念的引進，就是參觀美國 Goodwill2的經驗，他是一

個很大型的資源再生組織，但回台灣後遲遲未進行，後來又到日本參觀焚

化爐的分類工廠，都會雇用身心障礙朋友做分類及回收，而當時台灣對於

環保理念逐漸重視，與五年前去美國參觀 Goodwill時代不可同日而語，所

以就開時從事資源再生助殘胞活動。（伊 14） 

比如歐洲荷蘭的機場內部就像一個商圈，其中 SPA及按摩是非常盛行的，

假設中正機場願意提供一個區域給身心障礙者做按摩，則就可以從原來養

護型或照護型，轉為經濟型的庇護工場，所以若要靠像陽光這樣，已有幾

十年奮鬥，自己本身也具有一些經營能力的庇護工場，實在很少，要讓每

一個機構像陽光一樣可以自給自足，這是不可能的，這必須靠政府特許。（陽

84） 

                                                 

2 Goodwill International 是世界最著名與最受推崇的人群服務機構之一，在全美及加拿大共有 187

個地區性的 Goodwill，另外，在全世界其他 34 個國家 Goodwill 共有 48 個國際聯盟機構。Goodwill 

的宗旨是藉著提供工作機會、技能訓練與職業介紹服務，來協助殘障人士及弱勢族群得到較多的

受僱機會。參見：台灣公益資訊中心之非營利組織資訊 http://www.npo.org.tw/NPOInfo/index3-5c.asp 

 



 

對於政府，我們的 imagination是這樣，不要吵什麼小政府、大政府，我們

認為小政府不好，小政府就是推卸責任，我們希望把政府推向好政府，而

不是大小。比如瑞典與丹麥不同，丹麥傾向委託民間來做，瑞典則是直接

國家雇用，我們在台灣當然不可能推國家雇用，故會比較像丹麥模式。（彭

61） 

 

 

 

 

第三節  台灣社會企業的結構 

本節首先從發展歷程角度，介紹四個受訪社會企業的組織現況，其中喜憨

兒基金會、伊甸基金會，及陽光基金會，其社會企業皆偏向事業體（或稱為福利

產業）概念，而彭婉如基金會較為特殊，其本身並無事業體，而是偏向就業支持

互助系統的概念。 

 

壹、研究個案的現況 

一、喜憨兒基金會 

喜憨兒的事業體大致可以區分成幾種類型，包含：烘焙屋、麵包餐坊、烘



 

焙餐廳、咖啡餐廳；就地點而言，主要分佈在高雄市、台北市及新竹市；就資金

來源而言，除自籌外，也接受企業贊助，包含：美國花旗基金會、華視及錸德科

技（如表 5-8）。 

表 5-8 喜憨兒基金會事業體一覽表 

名稱 成立

時間 

說明 

喜憨兒烘焙屋（高雄大順店） 1997 第一家店 

高雄新光三越工作站 1997 美國花旗基金會贊助 10萬美元 

台北喜憨兒烘焙屋統領站 1998 美國花旗基金會、華視贊助（已退

場） 

台北光復、大安工作站（烘焙屋） 1998 花旗發行喜憨兒認同卡（大安站已

退場） 

高雄喜憨兒烘焙屋＆麵包餐坊 1999  

台北光復工作站  1999 開始職訓與就業輔導 

台北喜憨兒烘焙餐廳 1999  

高雄四維烘焙屋 2000  

ENJOY TAIPEI”市府咖啡餐廳 2000 台北市政府委託經營 

新竹喜憨兒烘焙餐廳 2001 錸德科技贊助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二、伊甸基金會 

伊甸基金會早在 1985 年就成立公益行銷中心，其事業體類型相當多元，就

成立目的而言，則兼含經濟與社會目的，而資金來源除盈收外，也相當程度接受

政府補助（表 5-9）。 



 

表 5-9  伊甸基金會事業體一覽表 

名稱 成立

時間 

目的 資金來源 

公益行銷

中心 

1985 增加基金會服務經費為主

要目的，及創造身心障礙者

就業 

購買商品 

資訊事業

中心 

1990 藉由名單輸入工作，擴大提

供身心障礙者職訓的職場 

政府補助房租，及電子業務

委託盈收 

萬芳啟能

中心 

1997 透過職業重建及庇護安

置，提供訓、產、銷的服務，

服務對象主要為中、重度肢

體、多重障礙及輕度精障者

為優先，共庇護安置 31位

學員 

政府委託或補助，義賣庇護

工場產品所得 

五股慈惠

庇護工場 

1999 庇護安置、資訊福利提供及

訓練 

政府補助及銷售產品 

宜蘭運動

公園服務

中心 

2000 以賣場實際工作情境，提供

身心障礙者職前訓練環

境，提供肢障 8人，精障 2

人，智障 5人，特殊家庭（含

單親家庭及身心障礙者家

庭）子女 7人就業安置，共

提供 22位就業機會 

銷售產品 

宜蘭服務

中心庇護

2000 提供職業訓練及庇護安

置，服務的案主主要以心智

自籌 



 

工場 障礙者為主，共庇護 16位

學員 

基隆服務

中心洗衣

店 

2000 庇護安置、工作態度等訓

練，共提供 10位身心障礙

者中途安置場所（以肢體、

輕度智障為主） 

政府補助及洗衣的收費 

南投服務

中心 

2000-

2001 

安置受災戶或單親媽媽共 6

位 

 

921庇護工

場 

 失業民眾、身心障礙者、家

庭負擔婦女、單親婦女、中

高齡失業對象等之職業訓

練 

政府補助 

愛伊屋烘

焙實習商

店 

2001   

迦南園烘

焙咖啡屋 

2001 結合原有迦南美食庇護工

場，可以藉由咖啡餐車社區

型態的研展功能，開創更多

921重建戶、中高齡失業

者，及身心障礙者就業或創

業的機會 

 

伊甸廚房 2002   

伊甸按摩

屋 

2002 視障 3位  

按摩服務 2002   



 

中心 

資料來源：作者修正自陳俊良，2002: 5-7。 

三、陽光基金會 

陽光基金會最著名的事業體就是洗車中心，其組織類型以政府委辦庇護工

場最多，也包含部分自營組織，及與企業結盟的短期義賣部，比較特別的是，陽

光基金會有部分組織已經或打算退場（如表 5-10）。 

表 5-10 陽光基金會事業體一覽表 

名稱 成立時

間 

性質 服務內容 備考 

洗車中心（和平站） 1990 政府委辦型庇

護工場 

綜合性庇護就

業安置 

 

發現陽光（捷運南京

站） 

1996 自營競爭庇護

工場 

顏面損傷者訓

練調適 

預計 2005 年 7

月退場 

洗車中心（北新站） 1998 企業結盟型庇

護工場 

綜合性庇護就

業安置 

2003 年退場 

陽光深呼吸（捷運古

亭站） 

1999 政府委辦型庇

護工場 

顏面損傷者訓

練調適 

 

壓力衣工作室 2001 自營壓力衣事

業部 

燒傷壓力治療

輔具、整型、

塑身器材 

非庇護工場 

希望工場 2002 企業結盟商品

義賣部 

顏面損傷者工

作隊服務 

非庇護工場，

主要合作企業

為安麗 



 

陽光加油站 2003 政府轉讓經營

權之自營庇護

工場 

身心障礙者訓

練及轉銜服務

特許 

台北市政府南區庇

護商店 

2004 政府委辦型庇

護工場 

身心障礙者訓

練及調適 

 

中區庇護商店 2004 政府委辦型庇

護工場 

身心障礙者訓

練及調適 

2004 年 12月

退場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四、彭婉如基金會 

彭婉如基金會並未在組織下設立事業體，而是採取就業支持互助系統的概

念（表 5-11）。 

表 5-11 彭婉如基金會就業支持互助系統一覽表 

名稱 成立時

間 

說明 

社區安全方案 1997  

社區兒童及少年認輔支持系統 1997  

社區國小課後照顧支持系統 1998  

社區保母支持系統 1999  

社區自治幼兒園 2000 台中災區成立第一所 

促進婦女積極就業方案，幫幫忙專

線 0800 058805 

2000 行政院勞委會委託 

社區家事管理支持系統 2000  

安全愛心站 2001 與台灣連鎖暨加盟社團合作 



 

開設富士彩色沖印店（板橋及台南） 2001 企業贊助兩台沖印機器 

保母、家事管理及課後照顧培訓 2001 申請勞委會永續就業工程計畫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貳、組織特徵 

歐洲社會企業偏向社會經濟非營利化，也就是合作社與非營利組織的混合

體，僅部分國家允許社會企業採取基金會或社團的形式，而美國社會企業最主要

特質在於類商業活動。以下茲從法律地位、組織架構，及組織變革三個角度，分

析受訪個案。 

一、法律地位 

就受訪個案而言，皆屬基金會形式，其中除彭婉如基金會為文教基金會外，

其餘皆為社福類基金會。而彭婉如基金會雖採取北歐模式，但基於現實，仍然必

須採用基金會，而非社會經濟或合作社模式。 

我們要不要成立合作社，也討論過多次，但是由於考慮合作社在法律上即

未界定為非營利，而放棄推動成立照顧服務合作社的想法。後來我們就用

「拼裝車」的辦法解決難題，由婉如基金會團隊負責管理，另外協助照顧

服務人員成立工會，讓她們透過工會投勞健保。（彭 60） 

而從彭婉如基金會組織宗旨來看，主要偏向建立就業支持性互助系統，故

分類上似應偏向社福類，但因台灣社福類基金會設立門檻過高，故退而成立文教

類基金會，但該基金會也在思考是否應另成立社福類基金會，以符合組織宗旨。 



 

因為當初募到的款不足以成立社福性基金會。我們當初只募到 2千多萬元，

而成立全國性社福性基金會門檻要 3 千萬元，所以我覺得我們國家很多事

情都是很 funny，這些東西其實很不合理。因為我們部分宗旨涉及社會福利

領域，故我們正在思考，是否應該另成立一個社福類基金會，以避免部分

宗旨與文教基金會恐有不符之爭議，但困難點在於成立全國性社福類基金

會，基金門檻高達 3000萬元，這對我們是一項不小的困擾。（彭 17） 

二、組織架構 

至於事業體與基金會的關係，喜憨兒基金會烘焙屋及餐廳係由基金會獨立

經營，而陽光基金會事業體也直接隸屬於基金會之下（如圖 5-2）。 

由基金會獨立經營。（喜 16） 

我們的組織架構很清楚，它們就是我們的一個部門，直接隸屬在基金會底

下。（陽） 



 

 
圖 5-2 陽光基金會的組織架構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而伊甸基金會由於事業體相當龐大，故採取責任中心制，由事業體獨立經

營，基金會僅負責監督之責，而對於人事，則採取分層授權的原則。 

目前雖非完全獨立，但是朝向完全獨立方向前進，分會與總會大概是 8比 2

或 7比 3比例的自主性關係，也就是總會對分會的監控程度僅佔 2至 3成。

（伊 15） 

地方組織的事業部門最高主管大多為二級主管主任或經理，是由總會指派

的一級主管總幹事或總經理提名任用，但必須符合總會任用資格規定，並

需報總會核定，也就是總會有否決權，而三級以下人員則完全授權總經理

決定。（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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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彭婉如基金會除就業支持性互助性系統外，也採取直接管理的機制， 

基金會還有直接管理，所以我們知道他們的薪資。（彭 2） 

三、組織變革 

許多基金會事業體皆面臨退場或轉型壓力，營運考量是相當重要的退場理

由。 

統領因為百貨轉型及合約到期，大安是因為營運不好，因為地點不好。當

初大安是因為與光復同一個老闆，他要求必須同時頂讓，是這個原因。（喜

25） 

除營運考量外，就業服務的持續提供，也是相當重要的理由。 

這跟政府的合約到期有關係，我們評估他的服務是有很高的被取代性，那

幹嘛自己設一個庇護工場，我們可以用別人的庇護工場，所以中區就退場

了。（陽 40）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面積太小，只能容納很少數的工作人員，就業服務的服

務量一直無法擴展，商店面積只有二點多坪，以前還可能會有一個工作人

員在，但後來陽光會有一些具具有心理障礙的病友，我們認為他們不適合

一個人在這個工作站，若兩個人，那個站就擠不進去了，走路都要擦身而

過，我們發現他無法達到服務效益。（陽 41） 

此外，政策倡議也是重要的退場因素。 

我們本來就不是要去攬這個業務，我們的目的在於讓社會瞭解，國家應該

負擔這個責任，所以我們想從第一線退下，變成推動者。（彭 8） 

除被迫退場外，部分基金會也考慮主動退場的可能性，以避免可能面臨的

風險。 



 

主動退場，也就是找一個防火牆的機制來主動退場，另外被迫退場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規避風險，這也是我們必須預作準備的，特別是政府的招標

案萬一沒有續約時怎麼辦。（伊 37） 

因為把一些可能風險高的業務或團隊，與一些風險較低的團隊，如同雞蛋

都放在一個籮筐內，那一天其中一個產生了問題，恐怕整個品牌一次就完

蛋了，所以，集團化同時也是一個退場機制。（伊 36） 

而轉型除管理問題外，也希望扮演研發與實驗的積極性角色，以利推動制

度改革。 

目前除由專業總監負責外，也將讓餐廳轉型。因為在管理工具未上軌道之

下，會造成成本控管不易，受制於專業人士，比如餐廳的主廚，他今天若

不高興就不做了，東西就做不出來，餐廳就無法營運。雖然我們是社福團

體，但很難保證每一位進來的人都有相同的理念與服務熱忱，這種人可遇

不可求。也就是希望能夠讓成本能夠降低，對於專業主廚的依賴度能夠降

低，比如與坊間中央工廠提供半成品廠商合作，或者轉型為以飲料為主，

賣一些輕食，就可降低對主廚手藝的依賴。（喜 32） 

課後照顧的部分從現在起算，大約需要半年的時間轉型。同時我們還要研

發及實驗如何改善社區保母支持系統的制度。扁政府上台後，「五五五政策」

中首先上路的就是社區保母支持系統，但是預算很少，成效不佳。我們從

今年婦女節就開始推動此項制度改變。（彭 24） 

 

 



 

第四節  台灣社會企業的功能 

本節主要探討台灣社會企業的活動領域、主要貢獻及可能面臨的限制。 

 

壹、活動領域 

一、主要活動領域 

從歐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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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整合社會企業及提供社區照顧服務兩個主要領域，

簡言之，即包含提供就業、職業訓練及照顧( Borzaga & Defourny, 2001: 351-353; 

Borzaga & Santuari, 2003:42-46)；就美國經驗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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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kenberry & Kluver, 2004: 

133-135)。 

就受訪個案而言，主要活動領域包含就業服務、照顧服務，及商業收益的

產生。 

（一）就業服務 

就業服務包含強化訓練、職訓、就業支持性系統及工作媒合。例如，陽光

基金會偏向強化訓練，喜憨兒基金會偏向職業訓練與工作媒合，伊甸基金會則混

合採用，彭婉如基金會則偏向就業支持性系統。 

庇護工場又叫做職業強化訓練，他不是照顧，對我們來說，任何人進入庇

護工場，就是一種工作強化訓練。（陽 60） 



 

因為是庇護性的服務方案，有一段時間偏向訓練性質，除輔導外，也會給

予評量，也就是職評，也就是專業上的認定，來評估他是否適合這個職場

的工作（喜 45） 

回歸主流就業市場一向是本會就業服務團隊的重點工作，就是協助弱勢族

群從事競爭性就業，另本會雙福處及職業重建團隊、921 輪以工場之服務對

象有一半是健康災民需要過渡期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另一半為失能者需要

庇護性就業安置，至於長期照顧團隊的服務對象多為重度及極重度身心障

礙者較難協助就業，偏向生活導向及就養服務，因為身心障礙者自身照護

能力較差。（伊 29） 

為就業的支持性系統。（彭 16） 

（二）照顧服務 

除陽光基金會外，其餘三個個案都有提供照顧服務。 

為憨兒提供終生照顧、終生教育。（喜 4） 

早期療育團隊提供失能兒童及遲緩兒的社區照護，長照團隊及雙福處則提

供銀髮族及外及配偶家庭社區照護。（伊 29） 

照顧福利服務系統，我們將它界定為 social welfare。（彭 16） 

（三）商業收益的產生 

美國社會企業的特徵在於透過商業收益，以彌補非營利組織的財政缺口。

對於台灣社會企業而言，商業收益也是相當重要的活動之一。以 2004 年收入為

例，其中以伊甸基金會最高，高達 1億 8多萬元（如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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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本研究三個案 2004 年事業體收益比較3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新趨勢 

（一）與政府協力 

與政府協力主要透過契約外包的方式。 

應該算蠻密切的。我們申請了一百多位多元就業人員，職建、就服及愛心

事業三個；就服團隊最多，因為他們多屬經濟型就業安置，其次是社會型

庇護工場。而早療團隊也申請一至二位，因為比較是機構型。雙福也有申

請。（伊 26） 

除了契約外包外，特許經營權則是政府政策上的新選擇。 

因為加油站是特許行業，不是所有人都可以經營，尤其是在都會地區，台

北市不可能有空地蓋加油站，在台北市能夠拿到一個經營權，其實就是一

個環節，特別他在台北市是一個稀有的特許，這個特許比政府補助更值錢，

                                                 
3 因為彭婉如基金會並未提供 2004 年財務報表，故無法比較其資料。 



 

政府若不給陽光或其他公益團體，他可以用公開招標方式，以天價標出。（陽

29） 

參與政治活動，則是政策倡議常見的合作模式。 

我們在 2000 年替陳總統助選，目的當然是希望陳總統能夠接納我們的意

見，將我們想要推動的普及照顧福利服務制度採納為他的政策。（彭 42） 

（二）與企業協力 

認同卡是目前最常見的合作模式。 

在 1998 年至 2001 年基金會擴展期間，喜憨兒認同卡發揮很大的幫助。（喜

24） 

透過短期公益行銷的義賣方式，也是近年來將常採用的合作模式。 

安麗(Anway)。他跟我們是做策略聯盟的合作，他每年會以公益行銷的案

子，與我一齊推動義賣商品，商品的設計規劃，是由安麗委託專業團隊來

做，但是我們會有一個小型的機動工作隊，幫助她們做產品的部分加工，

產品透過公益廣告行銷，賣給一般顧客，再把義賣費用捐回來給基金會。（陽

25） 

透過企業志工，將有助於改善基金會的管理機制與能力。 

（美商嬌生公司）他們組了一個經理級的義工團，比如我們最近想要向政

府推動保母制度，我就會請他們協助制訂職能規範，及整個的效能管理機

制。（彭 23） 



 

貳、主要貢獻 

歐洲社會企業的主要功能偏向社會性(Borzaga & Defourny, 2001; Borzaga & 

Santuari, 2003)，而美國社會企業的主要功能則偏向經濟性 (Eikenberry & Kluver, 

2004)。以下茲依據歐美發展經驗，檢視台灣社會企業的主要貢獻。 

一、兼具社會與經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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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也可以從伊甸基金會事業體經營績效看出端倪（如

表 5-12）。 

除了財務功能以外，也具有就業輔導功能，例如庇護工場，更具有也有一

些教養托育社會工作功能。（伊 23） 

表 5-12 伊甸基金會事業體經營績效 

名稱 成立年代 經營績效 
公益行銷中心 1985 台北區每年 1600萬，雇用 2位案主 
資訊事業中心 1990 每年約 1600-2000萬，並提供 21-25位案主就

業安置機會 
萬芳啟能中心 1997 1800萬的盈收，並服務 31位學員 
五股慈惠庇護工

場 
1999 1500萬的盈收，並服務 33位學員，轉介 12

位學員 
宜蘭運動公園服

務中心 
2000 1200萬的盈收，並提供 22位庇護安置就業機

會 
宜蘭服務中心庇

護工場 
2000 赤字平衡，並服務 16位學員 

基隆服務中心洗

衣店 
2000 每年約 28 萬的盈收，並提供 10 位身心障礙

者中途安置與訓練 
南投服務中心 2000-2001  
921庇護工場   
愛伊屋烘焙實習 2001  



 

商店 
迦南園烘焙咖啡

屋 
2001 晉用 14位 921重建戶，及 4位身心障礙者技

術生 
伊甸廚房 2002 安置受災戶或單親媽媽共 9位 
伊甸按摩屋 2002  
按摩服務中心 2002  

資料來源：作者修正自陳俊良，2002: 5-7。 

說明：空白處乃因無資料。 

陽光基金會自從經營加油站後，與原先洗車中心產生策略聯盟，也改善洗

車中心的經營績效，並使得商業收益有顯著增加（如表 5-13）；而商業收益與總

收入則呈現正向關係（如圖 5-4）。 

加油站的貢獻比例非常高，加上加油站與洗車中心策略聯盟，原先洗車中

心的經營也獲得一些改善，其實他是一個綜效的回應。（陽 11） 

表 5-13 陽光基金會歷年總收入與附屬作業組織作業淨利一覽表 

年度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總收入 39,427,801 39,425,034 44,933,242 71,241,113 65,629,508 65,486,845 77,471,996 75,061,991 85,931,448 

附屬作

業組織

作業淨

利 

3,952,309 5,408,997 6,248,886 815,300 1,787,015 1,314,524   13,640,358 22,814,390 

百分比 10% 14% 14% 1% 3% 2% 0% 18% 27%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說明：單位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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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陽光基金會商業收益與總收入關係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社區發展 

透過社會企業機制，讓更多社區民眾，尤其是災民得以自力更生，也因此

獲得社區民眾的信任。 

主要運用當地地區教會的資源，運用志工及政府的補助方案，使其有福利

的影子，但降低專任人員的成分。當然也引用許多自力更生，也就是社會

企業的模型，一定要幫助災民自力更生，包括育成他們，把事業的模型放

上去，所以可以說是一個大雜燴。（依 28） 

我們就把社區安全推動成為社區自治的實踐，所以可以得到居民的信任。

（彭 21） 

三、政策倡議 

彭婉如基金會主要採取北歐理念，希望以領航員角色，透過參與式民主方

式，以建立好的社會。 



 

我們希望做照顧福利服務制度的「研發、實驗、示範，與推廣」，在此過程

中，我們當作火車頭，之後再讓國家或與社會來接。（彭 19） 

北歐模式的重點不在於政府補助多少，而在於如何型塑一個決策，決策如

何被執行，如何被大家瞭解，因此他是一種參與式民主，這才是他的精髓，

我們盡量採取此種模式。（彭 45） 

我們的理念就是一個社區大家庭，因為北歐的理念，在 1928 年就提出 

people’s home這樣的理念，就是說，一個好的社會運作起來，應該注重的

價值是關愛、平等、合作、助人，一個好的社會應該像一個好的家庭。（彭

53） 

 

參、發展限制 

 Borzaga & Defourny( 2001: 363-365)及 Dees(1999: 142-146)都曾經針對歐

美社會企業可能之限制提出研究。以下茲依據歐美社會企業發展經驗，從社會企

業的活動領域，即非營利組織本身、與政府協力，及與企業協力三個面向，檢視

台灣社會企業發展所可能面臨的限制。 

一、就非營利組織本身 

對非營利組織而言，台灣社會企業可能面臨三個爭議問題，包含：是否會

造成使命漂移？是否會損及公益形象？及是否會造成管理困境？以下茲加以論

述。 

（一）使命漂移 



 

Dees 認為，社會企業的發展面臨許多可能的危機，而最可能者為使命漂移

危機，因為商業收益能夠使非營利組織，遠離其原始的社會目標(Dees,1999: 

142-146；Weisbrod, 1998)。以下從受訪者意見，分析使命漂移議題，及其可能採

取的對策。 

1.使命漂移議題 

是否產生使命漂移的最重要指標在於，非營利組織所從事商業機制，是否

損及服務對象的權益，以致於偏離組織的宗旨，此點在服務多元化後，就很容易

陷入爭議。例如喜憨兒基金會由於服務對象不僅憨兒，故並不否認有此爭議。 

我並不否認你剛剛所提的那一個可能性。（喜 14） 

而對照陽光事業體的項目與組織宗旨，似乎也有爭議，並且在董事會引起

是否質變的爭議。 

唯一不 match 的是，他的服務群體從原有身心障礙--顏面損傷類別，擴至

到其他身心障礙類別。（陽 56） 

我們部分董事認為，這是一種質變。（陽 83） 

彭婉如基金會曾與 cannon合作開沖印店，也遭到現任董事長的自省。 

我就很反對，可是我也沒說什麼，因為當時我也不是董事長，所以我也未

講話，這是很錯誤的，這種行為最容易引起誤解，因為那就是一個 for-profit

的作為，跟營利企業的差別只在於利潤不分配，我覺得我們不應該做這種

東西，才不會混淆，那很重要。（彭 59） 

2.對策 



 

社會企業受使命漂移質疑的理由在於，非營利組織採用企業的技術雖可以

改善效率，但就長期而言，則可能會產生質變(Brainard & Siplon, 2004: 450-451; 

Weisbrod, 1999)。而對於此種質疑，核心關鍵即在於是否損傷服務對象的權益，

因為在政府契約與社會壓力的要求下，服務對象多元化已經成為非營利組織無可

規避的社會責任，但在多元化過程中，為免偏離組織原始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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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不可以犧牲對於個案的服務，當時我們的評估是，雖然關閉大安站，

但我們的孩子仍有地方可以服務，我們還有別的地方，我們有替代方案，

不會犧牲個案的權益，所以就可以做這樣的選擇（喜 26）。 

我們不需要擔心關閉庇護工場，會影響身心障礙員工的照顧問題，他原來

員工就併入和平站內。（陽 41） 

例如我們剛提到三個庇護商店都是虧損，他還不會倒店，因為他的虧損由

基金會承擔，我不會因為他是虧損就不發員工薪水。（陽 31） 

如果我們可以負擔得起，我們的退場比較會從就業服務的觀點，而非 cost

的角度。（陽 41） 

而對於是否產生質變，陽光基金會提出四種解套方式，則相當契合案主權

益優先的核心概念。 

第一在於，雖然宗旨設定為顏面損傷者及燒傷者，但我們立案為社會福利

基金會，在章程中，並未說我們不能從事身心障礙者服務，所以並未脫離

身心障礙者作的服務。二的解套方式是，我們並未排擠對於顏面損傷及燒

傷者的服務‧‧‧第三在服務量方面也沒有縮減，從創會到現在，陽光對



 

於 clients 對服務數量不斷擴大‧‧‧第四個解套方式是，除少數庇護性工

作外，我們提供員工協助方案。（陽 81） 

從受訪資料可以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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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秉持其核心理念

與價值，如此才不致於偏離組織宗旨，其中案主權益必須優先考量，如此更能契

合案主需求。 

（二）公益形象 

Kingston & Bolton(2004)認為，社會企業乃是非營利組織面對財源困窘，採

取類商業的方式，應用企業精神，以追求自主財源的新趨勢，然而，此種新趨勢

亦隱含許多風險，尤其是對非營利組織的慈善形象失去信任。 

1.公益形象議題 

公益形象是否受到質疑，最明顯的指標即在於慈善捐款是否減少？是否受

到同儕團體排擠？部分受訪者也感受到這種壓力。 

我覺得只要有事業體，捐款難免會有排擠，民眾覺得你們自己可以養活自

己，那就不用捐款了，這個我們最矛盾的地方。（喜 51） 

我們在初期專業方面，曾被同儕團體質疑，喜憨兒只會做生意。（喜 58） 

如果收費性愛心團隊也是打著伊甸的旗號，不收費的其他團隊也打著伊甸

的旗號，那麼在同一市場內，就會出現及流傳：「啊，伊甸開始收錢了，所

以捐款人就不用再捐啦」。就會有這種可能混亂的風險（伊 34） 

我們已經努力了 7 年，但是來自補教業界的那種抹黑真的是很可怕，使善



 

心捐款大為減少，而這意味著社會對我們抱持懷疑的眼光4。（彭 9） 

喜憨兒基金會所面臨的捐款排擠問題，可以從以下數據得到部分驗證。從

表 5-14 數據可以發現，自從 1997 年開始有社福事業收入後，捐款佔總收入百分

比，在 1998 年就低於社福事業，而 2000 年捐款比例雖高達 29％，但自此之後

就逐年降低，至 2004 年只有 18％。 

表 5-14 喜憨兒基金會歷年財務收入統計表 

年度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社福事

業 
    612 2,348 4,845 5,992 7,496 8,657 8,673 9,177 

捐款 500 827 714 783 1,615 3,235 4,046 3,426 2,844 3,000 
專案補

助 
  169 374 989 2,040 1,993 3,241 3,789 4,676 4,750 

總收入 500 996 1,700 4,120 8,500 11,220 14,783 15,872 16,193 16,927 
社福事

業百分

比 
0% 0% 36% 57% 57% 53% 51% 55% 54% 54%

捐款百

分比 
100% 83% 42% 19% 19% 29% 27% 22% 18% 18%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說明：單位為萬元。 

而對於社會企業運作，公益招牌似乎成效不大，服務與產品品質似乎才是

重點。 

雖有助益，但單靠這個牌子不能賺錢。（喜 29） 

因為產品若不好吃，服務不親切，或者東西不夠有變化，加上競爭對手很

多。（喜 30） 
                                                 

4 依據彭婉如基金會所做 2003 年經濟規模推估，該基金會在 2003 年所獲得「一般捐款」

僅新台幣 2,796,775元，此若與本研究其他三個受訪個案相比，捐款數差距甚大。 



 

此外，行銷不足似乎也是造成疑慮的重要理由，而會產生質疑的關鍵在於，

民眾對於從事服務者，與本身認知似乎有差距。  

事業體是整個基金會對外的窗口，一般人不可能登門拜訪基金會。（陽 51） 

在 106人內，大概有 80％左右不是顏面燒傷者。（陽 62） 

此問題的嚴重性並不高，關鍵在於對本業慈善形象的認同感。 

會有疑問，但是問題並不大。‧‧‧其實對於本業的形象認同，也就是顏

面損傷者的認同度較高，這部分不會受到庇護工場服務其他類別而受到影

響；其次，如果一個基金會只堅持服務自己的類別，但對其他類別的身心

障礙者不予服務，我想他的負面效應會更大。（陽 63） 

2.對策 

社會企業可能產生風險，但只要做好風險管理，則對於公益形象不一定是

負面的，關鍵在於如何提升非營利組織的可信度。 

風險管理的具體作法除加強專業外，行銷也相當重要。 

我這幾年重心是希望社福部能夠加強專業，我們有外聘督導，比如陳淑蘭

執行長，就是希望事業與社福兩塊能夠一齊成長，轉變外部的負面印象（喜

60）。 

第一個就是他本身營業的品質及顧客服務必須達到一定水準，如果庇護工

場品質或服務不佳，會造成形象下滑‧‧‧但是從另一觀點，社會形象是

很抽象的，我們也試圖去找尋什麼叫社會形象，我們曾經針對洗車中心做

過研究，去問顧客在洗車中心洗車，會不會影響對基金會認知產生改變，



 

發現 15％的人，他來洗車中心洗了好幾年，他還不知道洗車中心是屬於陽

光基金會，其實這個形象需要轉換，在於有無善用庇護工場這個對外

open-minded 的通路，若有，就可以擴展他的形象，若無，就會跟我們那

15％顧客一樣。（陽 51）  

此外，也可採分散風險的集團化概念，透過多品牌方式避免風險，但此概

念仍遭受到組織變革的壓力。 

這幾年我曾經跟董事會及一級主管提出集團化的概念，也就是採取企業多

品牌經營的模型，(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宏碁公司後來都變成事業群)，或參考

創世基金會「一分為三」的模式，‧‧‧既然如此，就乾脆就加以切割，

用一個副品牌，開始逐漸去成長，如果 OK 啦，那就變成你的正品牌，就

不一定要再沿用「伊甸」這個老品牌，老品牌應該可以護航一段時期，就

應該不會有這種風險才對，可惜這個想法到目前仍然遭遇到大部分人不喜

歡改變的阻力。（伊 34） 

更可積極性的在地化經營策略，比如在地採購方式，除可爭取民眾信任外，

也有助於地方的永續發展。 

可是我們不這樣做，不僅餐點費，我們規定連材料費，都不得聯合採購，

都規定必須在地採購，到在地麵包店或小吃店買餐點，一個月譬如要 3至 4

萬塊，固定在 2至 3家購買，就決定這 2至 3家成否存活，是不是？大家

應該要有這個理念，我為什麼要跟跨國大企業買呢？如果如此，各地小孩

的父母在地方辛辛苦苦賺的錢，就腳不點地飛走了喔。我也不是討厭企業，

而是說地方有許多可憐人，但是我們的作法，可以得到居民的信任，用這

種方式，這些可憐的女人才能夠活的下來。這些人最可怕的不是沒錢，而

是社會孤立。為他們建立永續的社區經濟及生活網絡，才能從根本上解決



 

他們的困境。（彭 52） 

公益形象乃是非營利組織取的社會信任的重要關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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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理層面 

非營利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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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管理

層面，最常問題包含理念衝突、形式主義作祟及抗拒。 

1.管理議題 

Brown & Troutt認為，服務傳送的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將可以提供更具

有信譽的服務(Brown & Troutt, 2004: 13)。但管理團隊與專業服務團隊因為理念

不同，故產生許多衝突。 

店長會認為，老師口口聲聲說是來做訓練，但有關職場的事情又一概不理，

我只管學生，兩個體系互不對眼。（喜 63） 

我認為這是沒有辦法解決的困境，類似於原罪，‧‧‧我們的愛心事業團

隊與職業重建團隊，其實都有盈收的機制，也有社工輔導的機制，只是比

重不同，愛心事業團隊盈收比重較高，而職業重建團隊正好相反。（伊 24） 

理念的不合一定會有，庇護工場永遠會存在所謂專業與服務間的理念的差

異，營業的績效與人的服務績效很難抓到 balance，但是第一線的責任都還

是在站長。（陽 18） 



 

除理念衝突外，管理層面面臨另一項挑戰在於專業知識(know-how)無以為

繼，除可能流於形式主義外，也遭受到許多抗拒。 

對於老師的所謂專業，就是要求要有許多 paper work，這容易淪為表象東

西，我覺得現在的老師與以往老師差好多，以前憨兒訓練成果是看得到的，

現在的老師天天把專業放在嘴巴上。（喜 59） 

這件事情可能是我們事先的溝通不夠。這應該有一些私人因素存在，因為

我們從去年就說要做 SOP，當時師傅反應並沒有那麼大，這一次我真的找

一個也經驗的人進來，他們就辭職不幹了，他們覺得有 SOP，要我們幹什

麼，或許以此要脅我們不要做 SOP。這是我們基金會目前最大的困難，說

老實話，我又不是烘焙的專業。（喜 68） 

我的意思不是財務，而是做了什麼事情，我們一直搞不清楚到底做了多少

事，比如培訓、就業，我們就一直去做，因為第一線執行者覺得統計很煩，

也未建立資料，主要因為當時管理不善，但現在比較清楚。（彭 38） 

2.對策 

對於理念的衝突，鼓勵溝通的成效似乎不彰，故對於組織架構的調整，係

可考慮的策略之一，而採取不同的管理模式，似乎成為較可行的解決之道。 

目前有一、二個成為死對頭，這是比較麻煩的，我們利用公開會議鼓勵他

們提出問題，另外則是盡量改進體制，我在思考一個問題，到底老師應該

歸屬在社福部或事業部，要不要去改架構。因為老師自認屬於社福部，而

店長完全無法掌控老師。（喜 65） 

不這樣切開時，就很難管理，比如說接下來要追求企業的效率，或者要開

始採用市場模式，給予員工獎金制度，這些制度就必須放在可以導入績效



 

評估制度的愛心團隊，而在其他服務性或庇護性單位，則很難實施。（伊 24） 

對於專業人員的抗拒，關鍵在於如何降低對於專業人員的依賴，而讓服務

轉型，似乎是可行方案。 

目前除由專業總監負責外，也將讓餐廳轉型。因為在管理工具未上軌道之

下，會造成成本控管不易，受制於專業人士，比如餐廳的主廚，他今天若

不高興就不做了，東西就做不出來，餐廳就無法營運。雖然我們是社福團

體，但很難保證每一位進來的人都有相同的理念與服務熱忱，這種人可遇

不可求。也就是希望能夠讓成本能夠降低，對於專業主廚的依賴度能夠降

低，比如與坊間中央工廠提供半成品廠商合作，或者轉型為以飲料為主，

賣一些輕食，就可降低對主廚手藝的依賴。（喜 32） 

 

對於管理議題，主要關鍵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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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所造成的形式主義與抗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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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得到改

善。 

二、與政府協力 

Brock(2003) 用「易碎的舞步」來比喻政府與非營利組織的關係，任何一個

夥伴踏錯步伐，都可能造成混亂與困惑。與政府協力最常見的爭議在於，非營利

組織是否會過度依賴政府的委辦收入，因而喪失自主性？是否會因此產生不公平

競爭？ 

（一）自主性 



 

1.自主性議題 

在財源日漸短缺的現實壓力下，政府委辦收入無可迴避，因此，如何在委

辦收入與自主性間取得均衡點，就成為關注的重點。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對於政府補助的依賴程度，是不是必然地無法減少，哪

些需要利潤優先，哪些不得已時，必須政策性地刪除，以免過度依賴，這

是我們總會目前思考與努力的重點。（伊 31） 

伊甸基金會的憂慮不是沒有道理，觀察伊甸基金會歷年自盈收入、政府的

委辦收入及總收入間的關係，1999 年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 1999 年政府委

辦收入首次超過自盈收入，且自隔年(2000)後，委辦收入往往超過總收入的一

半，而自盈收入雖逐年成長，但佔總收入比例則維持在 20%左右（如表 5-15）。 

表 5-15 伊甸基金會歷年自盈收入、委辦收入與總收入統計表 

年度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自盈收

入 
35792 29826 45096 56781 52709 61024 56320 60365 59088 61012 85528 94590 109464 142105 184646 

百分比 55% 47% 53% 49% 43% 41% 32% 31% 22% 18% 16% 16% 17% 20% 24%

委辦收

入 
3259 7107 9314 15360 13550 25061 29663 33509 54669 132565 279644 310898 341316 363708 330470 

百分比 5% 11% 11% 13% 11% 17% 17% 17% 21% 38% 51% 53% 54% 51% 43%

總收入 65144 63627 84904 116926 123728 149223 173726 196200 262625 345069 545591 589447 632275 718938 762679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說明：單位為千元。 

但委辦收入並不一定會影響非營利組織的財務結構，例如，陽光基金會政

府委辦收入比例並不高，依據 2004 年陽光基金會收入財報可以發現，政府的補

助收入，僅佔總收入比例的 15％（表 5-16）。 



 

表 5-16  2004 年陽光基金會收入財報 

項目 金額  百分比 
捐贈收入 41,170,432 48%
補助收入 12,520,497 15%
出售資產利益 -   
輔具收入 2,306,436 3%
投資收益 -   
利息收入 1,417,693 2%
股利收入 400,000 0%
義賣收入 3,972,271 5%
服務收入 156,200 0%
租賃收入 -   
短期投資跌價損失回升利益 -   
其他 1,173,529 1%
附屬作業組織作業淨利 22,814,390 27%
收入合計 85,931,448 100%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說明：單位為元。 

陽光基金會在財務上，似乎並不像伊甸基金會那麼依賴政府補助，但這並

不表示政府無法影響基金會運作，尤其在事業體方面，政府基於政策主張，透過

租約方式，開始介入陽光基金會的事業體運作，迫使陽光基金會將自營庇護工場

轉讓給政府，而成為公設民營的庇護工場。 

因為政府告訴我們，若不捐給政府，就把土地收回，不再租給陽光。（陽 44） 

此外，政府也會透過簽訂合約的條件限制，迫使非營利組織從事其政策主

張，而此項政策主張，往往會衝擊組織使命。 

因為庇護工場會與政府簽訂合約，未來所有庇護工場都會遇到這樣的問

題，我們標到的加油站及洗車中心，在合約上就有清楚條文規定，必須聘

用五種以上的障礙類別，這種多障別融合，或者稱為傷建合一，你可以想



 

像，若一個洗車中心或加油站，全部是顏面損傷或智障者，根本就經營不

起來，對政府而言，他也不希望庇護工場只服務少數障別，所以如果未來

喜憨兒或心路要來標洗車中心，他們就會遇到同樣問題。所以庇護性工廠

主流政策幾經走向融合障別方向。（陽 81） 

2.對策 

對於過度依賴政府補助所造成的自主性危機，可以從資源依賴理論(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加以解釋。資源依賴理論強調組織受限於許多不同的外部壓力

(Pfeiffer, 1981; Pfeiffer & Salancik, 1978)，因此，組織為求生存，必須回應外部的

需求與期望，而對於非營利組織依賴捐贈者或市場收益的情況，資源依賴理論提

供相當有用的解釋力(Helmig, Jegers & Lapsley, 2004: 107)。對於非營利組織而

言，資源依賴可區分成兩個類型，包含對於政府財源的依賴，及對於案主的依賴。

對於政府的財源依賴可以採取六種策略，包含：政治倡議、資源擴增、跨組織合

作、調整服務傳送、企業化管理，及使用志工；而對於案主的依賴主要在於，非

營利組織必須能夠充分地提供案主的需求。在策略上，非營利組織可以扮演第三

者政府的角色，除必須接受政府課責外，對於案主需求，也必須採取彈性的應對

策略(Kramer & Grossman, 1987: 43-53)。 

伊甸基金會試圖扭轉此種不均衡的財務結構，希望降低對政府依賴，而增

加市場導向機制。 

此種結構性的變化，迫使我們必須加以注意，對於政府補助依賴程度過高

的團隊，就必須開始移轉。而台灣高齡化因素，戰後嬰兒潮這一代銀髮族

市場需求將會快速增加，我曾經跟基金會高級主管提過，應該早一點趁機

準備將對政府依賴，移轉至市場導向，而走向銀髮族的照護服務。（伊 33） 



 

而從圖 5-5 可以看出，2004 年委辦收入雖然所佔比例雖然仍最高，但已經

呈現下滑趨勢，而自盈收入則呈現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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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伊甸基金會歷年總收入、自盈收入與委辦收入趨勢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而對於庇護工場收歸政府所有，陽光基金會並非採取激烈的抗爭方式，而

是採取較為正面的應對方式，並不將其視為政府的管制，而將之視為自我課責的

一種方式。 

政府認為庇護工場應盡量朝向委辦方式，因為今天土地是他的，他想將土

地收回，改為委託方式經營，絕對是政策上面的考量，看你要不要用很激

烈的方式去抗爭。我們認為是好的，你要收回去就收回去，就把政府每 5

年委託一次，當作一個外部的監督機制，也就是說，以前這個站本來是我

們開的，我們擁有這個站，現在是委辦。以前我們可以永遠經營，現在則

每 5 年就必須重新招標，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外部監督機制，如果這

麼老牌的洗車中心，若拿不到這個標，那表示我們的經營管理是有問題的。

（陽 45） 

對於非營利組織的課責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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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非營利組織雖然被認為較有聲譽，但道德性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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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於健全

非營利組織體質，對於自主性議題，應採取自律為主，他律為輔的設計方式。 

（二）政策倡議 

在與政府協力關係中，非營利組織並不一定只是扮演補充性角色，有時可

以扮演更積極性的主導角色，即政策倡議功能。 

1.政策倡議議題 

彭婉如基金會一直努力推展北歐福利國理念，此種理念與 Borzaga & 

Santuari 論述歐洲福利國三種福利模式的概念相符，其中北歐係屬 Borzaga & 

Santuari所稱的發展良好的福利國家模式，其核心概念在於，國家同時致力於公

共服務提供及金錢津貼(Borzaga & Santuari, 2003: 37-38)，而此種理念也成為政策

倡議的重要主題。 

我們認為就業應該是一種福利，也就是國家和社會應該負起移動勞動者的

責任。（彭 27） 

但此種理念在台灣推動上似乎遇到困難，即使是被外界認為與政府關係良

好的彭婉如基金會，與政府亦時有爭執發生。 

我們所堅持的「給釣竿而不是給魚」的做法，跟我國政府素來採行的殘補

式福利措施格格不入，每一次拿一點補助款，就要爭吵老半天。（彭 9） 

雖然與政府時有爭執，然基於理念推展，彭婉如基金會仍選擇與政府保持

密切關係，其具體作法就是接受政府補助，然而，彭婉如基金會似乎並未陷入自

主性議題的泥淖中，反而扮演更為積極的角色。 



 

與政府保持關係，才可以與政府不斷做理念上的辯駁。（彭 14） 

但是，此項理念推動過程中，似乎也遭遇到許多困難，其中補教業者反彈

最為強烈，因為彭婉如所推動課後照護，被認為損及補教業者的既得利益，因此

促使彭婉如基金會打算自課後照顧中退場。 

補教業者一直批評我們是在跟他們爭利，我們打算近期內從第一線的直接

服務退場，轉型為推動者的角色。（彭 6） 

而陽光基金會則關注庇護工場的工作條件，對於台灣庇護工場缺乏完整保

障勞動權益的機制，則相當憂心。 

我們很難過地看到，其實台灣是以勞動條件的喪失與獲得，作為職業訓練

與直接就業的差異。陽光的庇護工場轉銜率也很高，洗車中心去年有 12位

員工經過協助到其他企業工作，但這是雙方的同意下進行，不是以合約到

期方式規定離開。（陽 72） 

但此種理念推展並不順利，原因在於對於台灣庇護工場衝擊性相當大，甚

至導致大部分庇護工場必須歇業。 

我覺得一定要保障勞動條件。但是如果是這樣，台灣有 95％的庇護工場都

要關門，因為他沒有辦法。這部分在工作倡議上，我們是遇到困難的。（陽

73） 

2.對策 

對於補教業者的批評，彭婉如基金會選擇戰略高點，避免與民爭利的觀感，

選擇退場，變成推動者，如此才能更有立場要求政府擔負更多的責任。 



 

我們不斷要求政府負起建立及主導運作照顧福利服務體系的責任。（彭 18） 

而對於庇護工場的工作條件，陽光基金會則提出政府特許，與政府採購法

的「得優先」原則，但關鍵在於政府願不願意執行。 

若以身心障礙為例，如果庇護工場要變成經濟型，我覺得政府特許就很重

要，哪些是政府可以大量收入權利金的部分，就釋放出來給身心障

礙，‧‧‧則就可以從原來養護型或照護型，轉為經濟型的庇護工場，所

以若要靠像陽光這樣，已有幾十年奮鬥，自己本身也具有一些經營能力的

庇護工場，實在很少，要讓每一個機構像陽光一樣可以自給自足，這是不

可能的，這必須靠政府特許。‧‧‧另外就是政府採購法裡面的特許，規

定政府某一部分的採購得優先向庇護工場採買，既然是「得優先」，那就是

政府願不願意做。（陽 76） 

對於政策倡議，彭婉如基金會選擇退場機制，此策略上可能會損及該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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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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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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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陽光基金會對於庇護工場勞動條件，所提的政府特許與政府採購法內的

「得優先」建議，因為並未涉及立法或修法，係屬行政裁量權範圍，若政府能夠

秉持 John Rawls在《正義論》所提的「最劣勢者優先原則」，則政策可行性相當

高。 

三、與企業協力 



 

（一）文化與價值衝突 

對於企業與非營利組織見所建構的夥伴關係，稱之為善因為基礎的夥伴關

係(cause-based partnerships)，但此種合作關係面臨多挑戰，其中最大的挑戰在於

組織文化的衝突(Parker & Selsky, 2004: 458-460)。 

1.文化與價值衝突議題 

在受訪個案中，與企業關係最為密切者當為喜憨兒基金會。美國花旗基金

會及台灣花旗銀行，對於喜憨兒事業體的快速成長，扮演關鍵性的促進角色，然

而，兩者間的關係似乎已經產生變化。 

較低度的合作。（喜 35） 

至於造成合作程度降低之理由，在於花旗銀行人員變動，原先所建立善因

為基礎的夥伴關係，因不敵商業競爭壓力，而逐漸鬆動。 

他們在我們擴展期提供很大的協助，但外商銀行的人員及老闆常常更動，

對於當初公關部所提的案子，那群人也都走光了，因此對此案子的支持度

就降低，另外在銀行競爭壓力下，已非如以往獨大，就會希望經營績效能

夠更漂亮，故就會重新考量與我們的合作方案。（喜 37） 

此種變化所造成的最大影響在於，花旗銀行的捐助比例開始下降。 

捐款金額就低很多。一開始認同卡為千分之 3.5，後來又降為千分之 2.75，

因為花旗說他們有經營壓力，因為對他們來講，這張卡不賺錢。（喜 38） 

花旗銀行對於喜憨兒得捐助包含兩個部分，首先，喜憨兒在高雄及台北展

店初期，美國花旗基金會各捐款 10 萬美金，而台灣花旗銀行則主要採取認同卡



 

的合作模式，而對於捐助比例下降的現況，可以從表 5-17 報表數據可以發現，

2001 年後，認同卡捐款數開始下降，至 2004 年，則只剩下 870萬元。 

表 5-17  喜憨兒基金會歷年花旗認同卡報表 

年度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花旗認同卡 0 0 0 123 1133 1885 1800 1647 1108 870 

總收入 500 996 1700 4120 8500 11220 14783 15866 16138 17158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說明：單位為萬元。 

既然如此，認同卡捐款數下降，是否會對喜憨兒基金會的總收入造成影響，

就成為關注的重點。若就花旗認同卡與總收入發展趨勢來看，兩者之間似乎並無

影響，主要理由在於喜憨兒事業體及政府補助收入持續成長，此項關係亦可從圖

5-6得到驗證。 

沒有下降。因為福利事業及政府補助都有擴展（喜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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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喜憨兒基金會歷年花旗認同卡、專案補助與總收入趨勢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但在捐款部分，則有相當明顯的影響。若進一步比較歷年社福事業與捐款

收入成長趨勢，可以發現社福事業收入呈現正成長趨勢，而捐款數在 2001 年後

開始下降(如圖 5-7 )。 

惟有捐款部分因為認同卡金額減少而下降。過去我們並未認真拓展募款方

案，因為有花旗，故前幾年並未認真擴展，現在則有認真思考要發展自己

的募款方案，不能再靠花旗了。（喜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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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喜憨兒基金會歷年社福事業收入與捐款收入趨勢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2.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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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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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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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利潤，而支持善因則落於市場關係與公關之後，成

為最次要的合作動機，就此論點就可以解釋，為何花旗銀行變更經營團隊後，會



 

選擇回歸市場競爭，而與喜憨兒基金會疏離；另一方面，若就非營利組織的角度，

許可同意的首要誘因為資金，其次才是公共性，這也可以解釋喜憨兒基金會與花

旗銀行合作不密切後，喜憨兒基金會捐款數為何會呈現下降的理由，而此種風險

乃是Wymer, Jr. & Samu所稱的「企業捐款的退縮」，而為降低依賴，強化募款能

力成為可能的選擇。 

（二）不公平競爭 

不公平競爭問題涉及兩個層面，首先，探討重點在於 UBI 對企業所造成的

不公平競爭問題；其次則為因為契約外包，對非營利組織所造成的不公平競爭問

題。 

1.不公平競爭議題 

美國國稅局(IRS)對於非營利組織的盈收有「無相關的商業收入」(unrelated 

business income, UBI)規定，也就是對於與使命有關的商業活動，予以稅捐減免

優惠，對於 UBI，IRS 將其界定為：1.直接或間接與其他組織或個人有關；2,與

免稅目的無關；3.持續正常運作(Anheier, 2005: 206)。然而，UBI規定，則引發是

否會對企業產生「不公平競爭」(unfair competition)的爭議(Simon, 1990:38-42；

Weisbord, 1998)。 

對於 UBI，陽光基金會表示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因為基金會的本業，其實遠大於基金會的庇護性事業（陽 35） 

然而，伊甸基金會曾經跟財政部強烈抗議過，但政府機關似乎無回應，主

要理由在於便宜行事的心態，不願意積極作為。 



 

我認為是因為政府財政越來越困難。很多企業逆向操作，開始成立基金會

作為白手套，越來越複雜，我們的政府就是多一事不如少一事的政府，他

不管你是黑羊或白羊，都關在同一個羊圈就好了，他不會針對不同類型採

取不同作法與管控。（伊 22） 

再者，Borzaga & Defourny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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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公司常常為削減成本，因而降低員工

的薪資，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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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zaga & Defourny, 2001: 364-365 )。  

然而用附設企業產生不能夠外銷的限制，也不能夠參加政府的標案，比如

經濟部及交通部觀光局很多的標案，就限制必須要有營利事業登記證才能

競標，所以當 NPO成立資源回收事業時，卻礙於沒有營利事業登記證，有

些標案都標不到，所以會去與資源回收公司合作，成立公司組織。（伊 44） 

在市場機制中，私人企業與非營利組織可能會生跨部門競爭(cross-sectoral 

competition)的態勢，由於非營利組織往往是缺乏競爭力，因而難以與企業競爭

政府的契約外包 (Brown & Troutt, 2004: 9 ; Marwell & McInerney, 2005: 11; 

Salamon, 1995: 241-242)。 

台北市政府勞工局因為伊甸沒有醫療背景，故許多方案都外包給醫院。（伊

33） 

2.對策 

對於不公平競爭，關鍵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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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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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zaga & Defourny, 2001: 365 )。對此，非營利組織可以採取競爭與合作兩

種模式，若採取競爭模式，則必須採取類企業的管理方式 (Moulton & 

Anheier,2000:111-113)；也可以可透過合作方式建立聯盟(Weisbrod,199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