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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從研究動機形成到論文完成約 1 年半時間，筆者不斷反覆詢問自己，「女性

創業型非營利組織」於「女性創業政策」下的關鍵地位與角色為何？其如何與「新

制度主義」及「社會資本概念」產生關聯？如何從中抽絲剝繭出背後的系絡性因

素？首先，從組織背後之政策脈絡中發現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對『女性貧窮議題』

的關注，體認惟有女性經濟自主，才是兩性平權之始，不斷透過政府、非政府組

織來協助弱勢女性自立更生，從制度到個人之過程凸顯整體大環境普遍存在有利

女性創業之外部社會資本，使女性創業者得以透過制度設計鑲嵌於整體婦女就業

政策中，此屬於宏觀社會資本層次。 

 

但不禁反思若制度本身運作得宜，為何女性創業者會想成立非營利組織？成

立的動機為何？該組織成立的意義與價值何在？對公、私部門甚或第三部門間未

來之互動有何影響？在個人透過集體行動成立非營利組織過程中，其背後展現的

具體價值是與公民社會產生連結，使個人可以自由集結，透過個體間自我意識的

交流凝聚，將訊息回饋給政策制定者，以形成開放性政策循環系統（從中鑲嵌了

新制度主義精神及社會資本之動態概念）。 

 



 2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自一九八Ｏ年代以來，貧窮化女性1成為明顯的社會發展趨勢，尤其在兩性

問題中日益嚴重，特別是開發中國家；所以聯合國婦女發展組織在中國北京成立

一分處，希望對中國婦女進行相關研究。探究其背後系絡性因素，不外來自經濟

全球化影響、科技知識貧乏、教育資源懸殊及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差別待遇

等，都是造成女性「惡性貧窮循環」的主因，因此受到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重視，

紛紛投入一系列的政策措施與輔助辦法，希望落實「與其給魚吃，不如教其如何

釣魚。」之理念，其中提昇女性經濟條件與自主權，被認為是協助婦女脫離貧窮

的最佳方式，於此脈絡發展下婦女創業的相關議題受到了廣泛重視。 

 

國際組織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世界銀行(WB)、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等亦開始積極探討女性創業等議題，冀望透過政府間對話及經濟交換，建

立出適合婦女創業的政策環境及優良範例。隨知識經濟來臨，女性團體更積極參

與創業領域，促使各政府開始重視婦女創業的相關政策，從過去被動地給予社會

救助、照顧，到積極輔導、鼓勵婦女走出家庭，尋求經濟自主與兩性平權的實質

意涵，此反映社經結構改變之事實，及公共政策領域新議題的呈現，婦女不再是

被動地祁予憐憫式照顧，而需藉由自己的力量與社群網絡連結，創造生命藍天，

亦凸顯出女性主義另一個跨時代意涵，不再爭辯兩性平權的形而上問題，轉而掣

劃、輔導女性的現實經濟問題，才是解決女性歧視的根本之道。 

 

國內政府最初開始推行女性創業政策是由行政院青輔會所發起，因逢組織轉

                                                 
1社會結構的轉型使家庭的依賴性塴解，因離婚率提高及僅靠丈夫一人薪資收入

就可養活全家情況不復存在，加上婦女無給職的家庭照顧工作，註定其弱勢的社

經地位，接踵而來的生存壓力，促使女性貧窮事實開始顯露出來，成為新的貧窮

階級，所以 Graham（1983:22）會說：「對女性而言，貧窮與照顧就像硬幣的一

體兩面」（王雅各，1999: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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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壓力，於 2000 年開始積極參與國際婦女創業論壇，轉而洞悉台灣女性的新

時代趨勢，結合本土性議題，提出婦女創業的相關措施2，由於此政策涵蓋範圍

廣泛，本文爰從飛雁專案緣起、執行過程及主要政策目的，來反思此政策目的在

喚醒女性創業動機，提升相關知識技能，透過彼此分享經驗及交流，來鼓勵更多

後進者，藉由別人的創業歷程來相互扶持、合作成長。其實，政府與民間企業只

是個啟發、轉折點，生命的歷程仍須靠自身力量來走出不同的人生舞台，政策標

的如何建構自身的社會資源才是關鍵所在？藉由個別點（個體）的連結成線（組

織），到不同軌跡的交織面（網絡），最後形成跨時空領域的銜接媒合（網際網絡），

才是公民治理的最終目的。 

 

於此，本文從青輔會「飛雁專案」之意外性政策產出（即「中華飛雁創業互

助協會」之創立過程），發現女性創業與非營利組織於概念及本質上矛盾（即公、

私益如何兼顧？個人理性與集體行動如何調和？社會與企業如何劃分？）進而於

協會極富動態性凝聚過程中發現簡單概念：「制度下個人透過組織再次制度化的

過程，其實就是新制度主義之鑲嵌性概念，也因這份鑲嵌具體呈現出社會資本的

動態建構過程。（林南，2001；Bourdieu，1980/1983/1986；Coleman，1988；Burt，

1992；Putman，1993/1995a；Portes，1998）」 

 

引發本文進一進探討相關問題：是否因外部社會資本的存在而促使協會的創

立？或因女性特殊人格特質而使其能跨越私益往公益組織邁進？亦或非正式團

體本身內部社會資本的存在，而使其能間接轉化公、私益對立之二元價值？透過

上述種種疑問，將欲探究問題具體化為：「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為何產生？

                                                 
2「飛雁專案」從 2000 年的『萌芽期』（重在觀念啟發）；2001 年的『擴散期』（座談會、實務先

修班、研討會、摩學習活動等 know-how 課程）；2002 年『行動期』（著重婦女創業行動的促成，

並正式將輔導婦女創業計劃定名為「飛雁專案」）；到 2003 年的『提升期』及 2004、2005 年的『成

熟期』（著重女性如何精準創業、創業成功及經驗傳承）等，皆是為女性創業提供育成、輔導、

分享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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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創業者為何想成立此一組織）如何產生？(其背後呈現的系絡關係為何？

過程遭遇何種阻礙？）進一步探討其為公益性組織？亦或互益型組織？在此一非

正式至正式化組織過程，社會資本建構如何動態呈現？鑑於過去組織發展理論與

干預技術通常針對「既存組織」提出改善之方法，甚少以「建構中的組織」為檢

視對象，本文嘗試以此個案突破以往乏人問津之研究領域，構合女性創業、非營

利組織與社會資本間不同領域之縫隙，冀望做為其他創業型組織或弱勢團體建立

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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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承前進一步將本文欲研究之目的與問題逐一條理化如下： 

壹、研究目的 

 

一、探究「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之背後系絡因素，建立「女性創業型非營利

組織」於整個女性創業政策下之關鍵地位與角色，試圖從實務現象中覺察相

對應之理論架構。 

 

二、以組織發展角度來探究「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之動態社會資本的建構歷

程【結構（制度）－行動者（個人）－網絡化（組織）】，突破「以往僅針對

既存組織作社會資本累積之研究範疇」，另闢新研究領域、範圍與途徑，同

時針對組織未來運作做建議，以做為日後政策制定之參考方向。 

 

三、從「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之組織屬性及動態發展歷程，來闡明學界長期

以來所面臨的二元性價值窘境～即「私益與公益」、「個人理性與集體行動」、

「社會與經濟」、「結構主義與行為理性」間之辯證，可否因該組織的形成及

社會資本存在而消弭本身存在之對立價值。 

 

貳、研究問題 

 

一、藉由文獻檢閱、行動研究及深度訪談等方式，來探討「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

會」創發過程之政策背景為何？該組織於制度下的地位與價值？是否存在有

益組織成立之外部社會資本（社會結構因素）？ 

 

二、探討飛雁專案下『個別女性創業者』為何想創立『正式性非營利組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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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為何？其組織屬性為何？此團體的形成是否對個人創業產生助益？ 

 

三、協會於不同發展時期（本文區分為『萌芽期』、『凝聚期』及『形成期』）遭

遇到什麼困難？發展的重心為何？其內部社會資本如何促使組織的成立？  

 

四、從協會成立來探討其對「女性創業政策」將產生何種影響？據以建議協會、

企業、政府部門及其他相關女性非營利組織之未來角色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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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界定 

茲就與本文相關之名詞（如：女性創業、非營利組織…等）做一範圍上界定： 

壹、女性創業（Female Entrepreneurs） 

 

本文所稱之「女性創業」或「婦女創業」係指『微型女性創業者』；乃緣自

個案背後政策脈絡對女性貧窮與經濟自主議題的關注，進而結合女性照顧及微型

創業之特性，提供一系列微型女性創業的輔導機制，除可增加家庭經濟來源外亦

有助國家社會發展3。有關微型創業概念起源 1970 年代，許多開發中國家為減少

貧窮，積極輔導微型企業以改善弱勢族群的生活，但隨家庭結構轉型，女性在家

庭照顧與經濟擔負之雙重壓力下，紛紛走出家庭，選擇風險小、資金少、自行雇

用及工時彈性的微型企業，因受限市場規模小、不易取得資金、較無專業技能及

缺乏資訊管道等弱勢地位，逐漸受到各國及國際重視並投入一系列的輔導措施與

協助，以穩定國家社會經濟之長期發展，此與其他企業最大不同處在於微型企業

的收入通常是家庭經濟主要來源，所挹注資金、資產及營業額遠較中小型企業

低，員工人數通常介於 4~10 人，因多屬於鄉鎮社區型行業，故勞力來源主要是

自行雇用及其他家庭成員參與（林啠群；2003:1-4）；另 APEC 對「微型企業」定

義為：「員工人數 5 人以下，包括自雇型工作者（self-employed）及 1 人公司

（one-person operation）等。」（林芳玫，2002）因本研究個案「中華飛雁創

業互助協會」之成員多來自青輔會「飛雁專案」學員，而該政策又以微型婦女創

業為發展主軸，由該學員為核心自發性凝聚形成之非營利組織，因本身創業型態

更體貼於後者之定義，故進一步界定本文所稱之「女性創業」係指「公司總人數

                                                 
3 如 APEC 的「女性領導人會議」（WLN）、「微小企業高階會議」（HLMM）、「中

小企業部長會議」及「中小企業工作小組會議」等，皆一致肯定微型企業對於提

高工作機會、促進各國經濟發展、社會凝聚的成效；尤其 WLN 認為微型企業是

發展中國家農業及服務部門下的婦女勞動族群，擺脫貧窮、促進積極性社會福利

的解套方式之一（林芳玫，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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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超過 5人以上之超微型女性企業及女性雇主而言。」 

 

貳、非營利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NPOs） 

 

初步界定「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成員特性後，再就協會屬性做概念上的

區分，即協會雖由微型女性創業者組成，但本身不以營利為目的；值得深究是否

因成員特性、實際運作、組織名稱、或章程目的等不同而使組織屬性因此不同？

尤其個人最初踏入創業領域係以私利最大化為主要考量，為何會想改變初衷組成

公益性團體？該團體是否誠如協會所言為公益性非營利組織？亦或互助型團

體？在追求私利與成就公益之間，是否因女性創業者特質？或社會資本存在而造

就女性創業非營利組織的誔生，逐一將與其概念相近之名詞做界定，從中釐清「中

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之組織屬性為何？ 

 

有關『非營利組織』定義不勝枚舉，本文不多介紹，即引用一般學者常引之

wolf（1990）定義：「以服務大眾為宗旨，本身不以營利為目的，有一套不使任

何人利己營私的管理制度，具有合法免稅地位，同時提供捐助人減稅之合法地

位」。江明修（2002）亦針對非營利組織做定義：「具有公共服務使命，並積極促

進社會福祉，具有法人地位之不營利或慈善的非政府組織，不分配盈餘，具有免

稅優待及其捐助者享有減稅優惠的組織，排除政黨、互益性組織等適用」。另

Salamon(1992)指出非營利組織的六大特徵：正式組織、民間組織、利潤不能分

配、自我治理、志願人員的參與、公共利益屬性。分述如下： 

 

1、正式組織：須具備某種程度的制度化，而非臨時或非正式的民眾集合體，同

時亦須獲得政府法律的合法承認，具有法人團體的資格，能以組織名義訂定

契約和保管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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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間組織：不屬於政府部門，須與政府組織有所區隔。 

3、利潤不能分配：組織本身可以生產利潤，但必須將組織的利潤運用在機構宗

旨限定的任務上，組織內部的工作人員不能分配利潤。 

4、自我治理：組織本身有內部管理程序及章程，具備自我管理能力，除政府相

關法令的限制外，不受外在團體的控制。 

5、志願人員的參與：組織本身應有某種程度的志願人員參與機構活動，特別是

由志願人員所組成具有領導與治理性質的董事會。 

6、公共利益屬性：組織所提供的服務應具有公共利益的性質，並以服務公眾為

職志。 

 

從「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的章程來看，上述幾點除第六項無法於現階段

的發展中察覺外，其餘要件皆初步符合；另 Bitter& George（1976）、

Denhardt(1991)依非營利組織之事業目的不同將其分為兩大類：公益類（public 

benefit）、互助類（mutual benefit）組織。前者以提供公共服務為目的，包括：

慈善事業、教育文化機構、科技研究組織、私立基金會、社會福利機構及宗教團

體。後者以提供會員間互益為目的，包括：社交俱樂部、消費合作社、互助會或

類似組織、工會、商會及職業團體等。若以嚴格的非營利組織定義來看協會之屬

性似傾向互助型組織，而不具備非營利組織之公共利益要件？然若從公共議題及

未來服務對象來看，不無往公共利益方向之可能，因僅將個案的研究範圍限定在

非正式到正式化組織之草創階段，故從現階段中發現協會僅是互助型組織，仍無

法端倪出未來是否會往「公共利益」之方向邁進？這也是本文現階段研究的一大

限制與挑戰，惟筆者仍盡可能地從參與觀察和行動研究中洞悉到組織發展氣候，

以此對協會未來發展做建議；故本文乃採廣義之非營利組織概念，將協會歸納該

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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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與『非營利組織』混用之名詞很多，因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設定全國行政

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將女性創業之國際參與、交流置於組織章程中，而此與其概

念相關，須進一步澄清。有關非政府組織之意涵（NGOs），國際協會聯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曾於 1990 年國際組織年鑑中對其定義（黃慧

文，2004）： 

1、目標：必須具備國際性，不得僅圖利特定成員。 

2、成員：至少由三個國家以上的個人或團體所組成。 

3、組織結構：成員須有完全的自主權，不受任何一個國家控制。 

4、職員使命：會員可由制度化的管道被選派擔任作職務，且不可同屬單一

國籍。 

5、財政：必須是由三個以上的國家提供。 

6、自主性：不受其他組織控制，以平等地位與其他組織來往。 

7、活動：必須獲得其他國家或組織的承認參與。 

 

另依據聯合國的定義為：「非政府組織是公民所成立的地方性、全國性、或

國際性非營利、志願性組織，以促進公共利益為工作導向，提供多元的服務發揮

人道的功能，將人民的需求傳達給政府，監督政府政策，鼓勵人民參與地方事務。

非政府組織並可提供政策分析與專業技能，建構早期預警的機制，協助監督與執

行國際協定。有些非政府組織以人權、環保或衛生為宗旨而創立，各依其目標、

管轄、與授權的不同，與聯合國各局、署保持密切的關係。（王振軒，2003）」 

 

欲從理論或實務界定『非營利組織（NPOs）』與『非政府組織（NGOs）』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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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難涇渭分明、明確區分，尤其二者之宗旨、性質、與組織管理等甚為相似，皆

為公民社會之具體呈現，故並無統一標準、常混用；但二者特性仍有本質上不同，

David Lewis 認為非政府組織與非營利組織之研究是一種平行的宇宙（parallel 

universes），所關懷的重點與特色各有不同，分述如下（鄭讚源，2001）： 

 

1、在提供服務方面：非政府組織以發展與救援工作為中心；非營利組織則

較關注福利組織的運作與管理。 

2、在研究取向方面：非政府組織的研究通常是以整合的途徑將非政府組織

視為與政府、企業間共同促進社會發展的一份子；而非營利組織則視部

門本身為一特殊的研究領域。 

3、在名詞使用方面：南方國家、貧窮國家、開發中國家較習慣使用非政府

組織；而北方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則使用非營利組織。 

 

於此二者大致以組織結構與服務領域為基礎劃分，通常「非營利組織」的範

圍僅指國內之公益組織，而「非政府組織」延伸至國家政府以外的跨國性組織，

並以國際問題、人道關懷為發展核心，尤指國際性或非某一特定國家之公益組

織，例如：婦女地位委員會（NGO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國際

關懷組織（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 CARE）等（江

明修，2001）；若從組織發展觀點來看個案現況仍屬於草創階段，不論組織結構

或服務領域，僅能勉強稱為「非營利組織」，尚談不上「非政府組織」，故本文將

協會組織屬性初步界定為非營利組織。惟以非營利組織之指標來檢視協會現階段

發展，尚不符合『公益利益』之條件，須進一步釐清其究竟屬「公益型組織」亦

或僅是「互助型團體」，若從協會名稱來看似傾向互助型團體，但若從協會章程

來看則屬於公益型組織，因本研究將個案界定在「非正式聚會至正式組織成立之

動態過程」及其與社會資本的關係，而非探討組織成立後之社會資本累積過程，

所以就時間發展的期程來說本質上無須考量此問題，因草創型組織短期間本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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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易從互助型直接跨越到公益型組織，此部分應屬未來研究應考量之範圍，無界

定上疑慮，惟仍儘可能從現階段運作中來洞悉未來組織發展之方向。 

 

肆、儲蓄互助社（Credit Union） 

 

「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雖屬非營利組織；惟其與互助型之「儲蓄互助社」

仍顯不同，有區別必要；所謂「儲蓄互助社」是一群具有共同關係的人基於資金

融通需要且願意承擔共同責任，以自助、互助及民主管理的方式選出幹部，為其

經營管理，幫助社員節儉金錢，並將這些錢以合理利息貸給社員，以改善其生活、

增進生產。而協會則是由會員基於互助發展之需要集結，所繳之會費係為發展協

會目標而運用，非基於互助需要而繳納，初步顯示協會與互助合作社成立目的之

不同。其次，互助合作社的收益與孳息只能用於社員、不可他用，而協會會費則

只用來發展組織存在目的，並非用來援助、或貸款給會員，協會雖成立不久，無

法從現階段發展中凸顯公共性目的，且易造成另一混淆概念即協會究屬互助型或

公益型組織？因受限組織發展之時間性因素，本文於此部分只能做淺層探討與假

設，欲做明確界定實屬不易、也沒必要，惟可建議做為未來研究方向。 

 

伍、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 

 

我國民法總則規定，法人可分為公法人與私法人，前者指有公權力的政府機

關，後者包含營利與非營利機構或團體。私法人又可分為「社團法人」及「財團

法人」，社團法人包括「營利性社團法人」及「非營利性社團法人」，非營利性社

團法人又可分為「中間性社團法人」（如同鄉會、同學會）、及「公益性社團法人」。

依官有垣（2002a）從法律規範研究台灣非營利組織，係指民法、人民團體法、

各種特別法規及相關宗教法規所設立的「非營利社團法人」、「一般性財團法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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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會」、「依各種特別法規所設立的財團法人」（不包括政府捐資成立的財團法

人）、「宗教社團法人」，且向法院辦理登記完成，享有稅法優惠的組織稱之，另

外也包括依據「寺廟監督條例」規定登記為寺廟者。此定義排除了政府組織、中

間性社團法人、非法人社團、政黨、政府捐資成立的財團法人、神壇、禪寺、地

方教會等組織，此種分類標準較能符合非營利組織之涵義與特質所在。 

 

從章程來看「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成立之宗旨為「依法設立、非以營利

為目的之社會團體，有遵守本國法令之權利與義務。並以發展婦女之創業才智，

結合有志創業婦女之力量，整合社會資源，互相扶持，創造彼此成功的機會與成

長，以發揚女性創業家精神為宗旨。」顯而易見協會屬於民間社團組織，且主管

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行政院青輔會，組織成立係為提供婦女創業

之援助，為一互助型過渡到公益性的非營利社團組織，因實務規模尚屬小型故未

向法院登記為法人，由此初步確定該協會為非營利性社團組織，本文將其歸類於

非營利組織範疇，只是受限研究範圍及實務組織發展歷程，目前尚看不到公共利

益之存在，但不代表未來不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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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制度與個人、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組織及組織與結構間之網絡關係與動態呈

現，無法以量化研究來具體描繪出社會現象下所賦予的深層意涵（齊力、林本炫，

2005:1-21；胡幼慧，1996:），尤其檢閱文獻後未發現與本文相關之研究，更凸

顯議題之新穎獨特性，似採質化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較為適當。

肇因個案緣起之特殊性，筆者欲藉由實際參與來洞悉其系絡發展與動態歷程，從

現象中發現背後所隱喻的價值意涵，透過理論分析及行動參與來交互檢證，故屬

「獨特議題之個案研究」，進一步依資料蒐集及資料分析來分述之： 

 

壹、資料蒐集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以「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作為研究個案，找尋「女性創業者創立非營利

組織」相關理論文獻（如：女性創業、非營利組織、社會資本等）及青輔會「婦

女創業育成網」的網路期刊，試圖透過論文研究、學術期刊、網際網路瀏覽、專

書及個案文獻資料等分析檢閱過程，來建構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與問題。 

 

二、行動研究法 

行動研究依 John Elliott 最精簡的說法，就是「research in action and 

research on action」意指「研究中行動，然後是行動後研究（行中思、做中學）」。

可分為三種類型，第一種強調問題解決，稱「科學技術形式的行動研究」；第二

種不只著重問題解決，更希望改善工作的條件跟情境，稱「務實或實務的道德形

式的行動研究」；第三種除協助問題解決或改善工作情境外，更著重在增進實務

工作者對事情的看法和理解，可以讓我們從不同觀點跟角度來做研究、看某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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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又稱為「批判解放的行動研究」，基本上是一種典範的轉移，可幫助我們學

著不要用原來的眼光去看這個事物，回到研究的系統理性、冷眼旁觀、大膽假設

及小心求證，以新的觀點去看待新的世界，其實是最深遂的行動研究，其涉及二

個深層的概念，即實務的反省及批判的解放，以打破原來的理論框架，並將研究

歷程系統化、公開化（蔡清田，2005:134-138）。本文傾向第三種類型之行動研

究，藉由實際參與「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之創立過程，從中發現問題與組織

發展的階段特質，並搜尋相關支持理論為架構，時時省思、觀照及印證。 

 

三、深度訪談法 

因剛開始未確定研究問題與受訪對象背後的系絡因素，所以採無結構的客觀

陳述法，隨文獻檢閱的完備及參與過程的信任建立，改採半結構式訪談法、及無

結構的深度訪談法、團體訪談法等交替使用，以期資料的周全建立。 

 

綜上本文係採取多元方法：即三角交叉檢視法（triangulation）來尋求理

論與個案間值得信賴的解釋，希望藉由直線與三角交叉檢視，對研究現象作深厚

描述，運用不同方法收集不同資料，予以相互檢視、互補、整合，使本文儘可能

地貼近現象，為知識建構理論及描繪個案實際創發過程（收斂的多重證據來源如

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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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本文資料檢證來源 

貳、資料分析方法 

資料蒐集後即做資料分析，分析時又可能引發新的問題，促使研究者再回到

現場蒐集資料，如此循環進行，直到研究完成；因此，一個有生產性的質研究，

基本上是由資料蒐集與分析同時並持續循環進行（江明修，1997:106）。其中資

料分析包含檢視、分類、列表或是用其他方法重組所蒐集的資料，以探尋研究初

始的命題（尚榮安，2001;175-212）。本文依研究流程中不同資料的蒐集過程，

分別採取不同分析方法如下： 

 

第一階段：重複閱讀所蒐集資料，從中找尋主題、發展概念及建構理論之用。於

檢閱分析「女性創業」相關文獻，發現過去研究多半從宏觀比較各國女性創業政

策及微觀的個別女性創業家之分析，未探討到女性創業者為何成立非營利組織的

部分，於此凸顯中觀「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之重要」，初步確立研究方向。 

 

此緣國際女性貧窮及經濟自主脈絡下，強調微型女性創業的重要價值；惟此

過去未受到台灣政府的重視，直至青輔會大力推行「微型女性創業政策」～『飛

雁專案』，始受到其他相關部會、企業及民間團體的重視；爰此，筆者洞悉到「飛

雁專案」下政策標的（微型女性創業者）之非正式聚會，將轉為正式立案之非營

利社團組織所引發的政策價值，進而萌生興趣，採立意取樣方式，選定最早成立

 

事實建構

檔案記錄 

半結構訪談及調查  深度訪談 

開放式訪談 事實參與 

(直接或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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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蘊釀最久的北區「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為研究個案。 

 

第二階段：進一步以該組織（「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為核心，找尋「女性創

業型非營利組織」研究之相關文獻，並藉由正式拜訪、行動參與個案的非正式月

聚，來建立初步互動關係，同時記錄參與過程之概念、感想、解釋及主題等。 

 

第三階段：抽離出資料中顯現的主題，並提出分類架構，用以辨認主題和發展概

念。從文獻檢閱分析中，界定「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於治理結構下的角色地

位與關鍵性意涵，同時藉由行動參與協會的創發過程，發現其與「新制度主義觀

點」及「動態社會資本建構歷程」之關聯性，即動態釀嵌性概念與實務發展歷程

的契合，從而確立本研究為「女性創業政策對非營利組織創發之研究」。 

 

第四階段：發展概念和建構理論之重點在辨認出主題後，尋找主題間的相似處，

試圖歸納出概念並塑建理論。從實際參與中發掘相似理論，依理論架構設計半結

構式訪談大綱，深入訪談組織中個人、政府及委外團體，以從中發現、檢證組織

發展現況及背後女性創業政策將面臨之窘境為何？ 

  

第五階段：透過行動參與、深入訪談、資料搜集與整理等方式，來交叉檢證理論

與個案發展間之歷程，據以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作為後進析探之利基。 

 

故本文係屬以敏感性概念（sensitizing concepts）來發現並建構理論，同

時結合經驗世界中行動參與的獨特性，來進一步深掘現象與其他現象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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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流程 
 

本文之研究流程，著重於所有研究步驟地不斷循環，以確立研究個案、目的

與問題，試圖從實務個案發展歷程及相關系絡因素，來發掘其存在的價值與背後

依據的理論架構，透過不斷實際參與觀察、資料檢閱及深度訪談等方式，反覆檢

證實務運作與邏輯假設間之推演，進而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冀望做為日後學界

與實務發展之利基。 

 

圖 1-2、本文之研究流程 

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研究動機 

文獻探討 行動參與 

理論架構 

個案觀察、訪談 

修正理論架構 

深度訪談 

結論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