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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分析架構 

 

本文從「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之緣起及組織特性中，發現其背後系絡因素

包含：「女性創業」、「非營利組織」及「組織發展」等；因組織發展理論與文獻行之

久遠，已為一種普世價值，並多針對既存組織為研究發展對象，與本研究個案不盡

相符（因個案為一建構中組織）。再者，經由筆者實際參與個案之創發過程後，察覺

該組織具有二元對立價值，若僅以傳統非營利組織發展理論來解釋，無法巨細靡遺

地描述該組織創立過程，是以如何從中尋找替代性理論（代替『組織發展理論』）做

為分析工具，以締造理論與實務間對話，對本研究而言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端倪整個國際與國內婦女創業政策之推動過程，不難發現事相本身其實代表著

治理模式的轉變1（從市場失靈、政府失靈、到第三部門的蓬勃發展）。隨知識經濟時

代來臨，讓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體現到經濟短绌的窘境下，被動式社會福利措施無

法解決女性貧窮所衍生的多元問題，惟有積極提升女性經濟自主能力及改善環境制

度，才是治標又治本的方法。所以，針對女性貧窮問題，由公部門制定政策，委由

私部門（銀行）、第三部門（訓練機構、民間團體）共同參與、提出配套措施，以解

決女性創業問題，經由賦權式多元參與來體現公民社會精神，與社會資本的核心價

值不謀而合2，無異從中架構出社會資本理論與女性創業政策間之關聯性（呈現鉅視

到微觀社會資本之過程）。 

 

                                                 
1姚泰山（2003）從非營利組織與政府關係的遞演及其對治理策略的影響，深入探討公共管理典範遞

移到社會化治理之論述，進一步以非營利組織為主軸，透過信任凝聚帶動公民參與，以社會資源解決

社會需求，化解社會治理的困境，點出非營利組織與政府間二者合產共治的可能，具體改善政府體制、

創造附加價值（姚泰山，2003:1-54）。 
2 Peter Evans（1996）從「鑲嵌自主性」延伸出「國家－社會協力」關係（State-Society Synergy）之

概念，強調政府與民間合作乃是一種基於互惠基礎的「非零和」雙贏關係，透過公民參與及其所營造

的信任規範和社會網絡的連帶關係，共同落實國家政策之推行，並以東亞經濟為例，從而點出公私協

力、經濟發展及社會資本間之關聯性（陳欽春，200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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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伺國內相關女性創業政策（飛雁專案）於此大環境下，亦架構出其獨特之治

理結構，於六年的推展過程中，意外產生由專案學員自發性成立之非營利組織（中

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此是政策制定之初始料未及，除凸顯出女性社團發展的與時

俱進，更點出制度背後是否存在結構性問題，才無法於完美治理模式（公私協力下

之委外模式）下解決所有女性創業者問題？亦或公民社會的具體呈現來自個體自發

性察覺，經由集體行動來凝聚、落實共同價值理念（呈現微觀到鉅視社會資本之過

程）？此亦抓住本文之研究核心，試圖從「制度－個人」間發現「中華飛雁創業互

助協會」於政策脈絡下的結構性地位【即『結構洞』（Structural Holes）概念(Burt，

1992、2000)】，經由相互鑲嵌概念發現「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與「社會資本」

之關聯性；惟未搜尋到國內外相關文獻對該議題進行研究。 

 

進一步從組織及系絡特性類別化三項關鍵字為「女性創業」、「非營利組織發展」

及「社會資本」並以此搜尋，僅發現對單一性議題做研究，如：王素彎（2004）從

女性創業的角度來探討台灣地區婦女創業模式，傅正良（2003）從非營利組織發展

的角度來探討中國大陸青少年發展基金會的發展；或「非營利組織」與「社會資本」

間之研究，如：非營利組織社會資本之研究~以荒野保護協會為例（王文君，2005）、

非營利組織社會資本之研究~以「張老師」基金會台北分事務所為例（張亞楠，2004），

或上述單一議題與其他研究領域相結合，如社會資本與企業經營管理、教育、健康

醫療、民主政治…等議題結合；惟其中並無「女性創業與非營利組織」及「女性創

業與社會資本」之相關研究，於是三者間之探究更是付之闕如，從而顯示出本文資

料蒐集之困難與上述議題探究的重要價值。於此作者試著從個案存在之系絡因素

中，逐步析探實務背後呈現的理論價值為何？企圖建立「女性創業」、「非營利組織」、

及「社會資本」間之關聯性，開啓理論與實務對話之可能，以成就彼此存在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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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女性創業研究 

 

緣未搜尋到「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研究之相關文獻，反使筆者追本溯源檢

視該組織緣起之系絡因素，試圖從「女性創業」相關研究中探究該組織與制度、個

人間之依存關係，於檢閱時發現可依層級不同區分為二部分；第一、從宏觀的總體

經濟學、公共政策面向去探討國際組織對婦女創業議題的關注（徐遵慈，2003；林

芳玫，2004；王素彎，2004）、各國婦女創業政策之研究（成之約，2002）、及政府

與非政府組織（NGOs）對婦女與微型企業（Ｍicrobusiness）的輔導措施（林哲群，

2000）；第二、從微觀的企業管理、社會教育、社會心理學領域去看「女性創業者」

此一議題（Carole E.Scott，1986；Linda Neider，1987；張曉楨，2002；張祐綾，

2005），著重個別女性創業家之創業歷程、生命週期與輔佐機制之研究等（鄭美玲，

2001；林美和，2005；楊敏玲 1993；王素彎，2004）。 

 

整體「女性創業」研究之貢獻為探討知識經濟時代下政治、經濟、社會及家庭

結構的轉型，促使女性創業議題漸受到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及非營利組織的重視，

開始針對女性生命歷程及創業過程易遭遇瓶頸做研究，據以制定相關政策和輔導措

施，並比較各國婦女創業政策及微型產業之差異，從中擷取優缺點做為我國婦女創

業政策訂定之方向；就研究層次來說，婦女創業政策已涵蓋宏觀的國際、國家及微

觀的個人層次探討(檢閱中發現其發展過程係上而下的權力關係)，獨缺微觀至中觀

的組織發展層次（透過中介組織產生下而上的連結關係），即個別女性創業者如何凝

聚動員以成立正式化組織？如何藉由組織成立促使微型女性創業者、公部門及其他

部門間進一步互動？是未來可探究之方向。 

 

壹、女性創業政策（宏觀） 

可從國際及各國推展模式來分析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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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組織重視 

全球化下對女性經濟與社會地位產生影響3。使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開始正視女

性經濟問題，鑒於女性貧窮化（The Feminiztion of Poverty）4及背後衍生的嚴重

問題，意識到經濟獨立自主才是女性平權之始（徐遵慈，2003:E1-E7；曹愛蘭，2006: 

L1-L11；張晉芬，2006:H1-H20），才有可能改變社會結構下的女性次級地位與實現

性別主流化之價值。最早將女性與經濟納入國際官方組織章程中是聯合國「經濟及

社會理事會」下的「婦女地位委員（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

其負責向監理會提出改善婦女政治、經濟、社會等政策建議，及監督全球婦女大會

決議事項之實踐，其中與婦女創業政策相關者為 1995 年於北京召開的第四屆世界婦

女大會，提出策略目標及具體行動方案來支援低所得及微型女性創業者，並透過聯

合國婦女基金會（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UNIFEM）提供資

金及協助，並定期舉辦女性企業家論壇（Women Entrepreneurs＇ Forum）等方式來

落實女性議題的多元發展；此外，婦女地位委員亦讓代表民間團體的聯合國非政府

組織會議（UNCONGO）下之婦女地位委員會（NGO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參與國際正式會議，以監督各國婦女政策的推行（葉德蘭，2006:A1-A15；王素彎，

2004:173-175）。 

 

歐盟執行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大多藉由與各國當地機構合作方式，

來扶助各地區之女性創業措施，包括女性企業發展計畫（Women＇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WOMED）、跨國訓練計畫：「歐洲顧問（Euroadvisers）」、及女性企業

                                                 
3 內政部（2003）委託國立台灣大學針對「全球化對女性經濟與社會生活資源之影響」做相關研究，

分別從勞動市場、家庭與家庭照顧、教育、健康、貧窮、充權與性別意識形態、文化與消費‥等 7 個

議題，做分析探討。 
4美國學者 Diana Pearce（1978）提出「女性貧窮化」概念，並涵蓋幾種意涵（引自 2006 第二屆國際

事務講堂講義，曹愛蘭，L1；林昭禛，2003）： 
女性比男性更容易陷於貧窮處境，而在貧窮人口當中，女性的數字比男性為高。 
在全球，女性為戶主的家庭日漸增多，而以女性為戶主的家庭普遍比以男性為戶主的家庭貧窮；貧窮

是一個循環：當女性因種種社會因素而陷於貧窮，要離開這個循環便比較困難。除非所處社會擁有完

善的社會保障、平權政策等措施，否其下一代亦因缺乏社會支援而繼續處於貧窮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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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網絡計畫（Women＇s Enterprises Electronic Networks, WEEN）等。亞太經

濟合作會議（APEC）自 90 年代開始重視女性經濟議題，透過政府參與來落實婦女權

益政策；另以經濟發展為重心，與民間企業、學術界、及非政府組織（NGO）合作，

來提升女性人力資源發展、中小企業（SPAN 計畫）及工業科技等議題，並成立「整

合婦女參與 APCE 架構」與「婦女整合諮詢小組」，協助訓練各論壇參與人員之相關

知識，具體措施為 2002 年舉行「女性領導人網絡會議」及設立「鄉村銀行（Village 

Bank）」，來推動婦女與微型企業、微型金融的政策（王素彎，2004:162-172）。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推行地區經濟及就業發展計畫（Local Economic and 

Employment Development Programme, LEED）針對女性創業之育成機制、財務支援

及弱勢女性處境等做議題分析與舉行會議，以促進女性資源網絡的聯結。世界銀行

（World Bank）於協助女性創業可分為二階段：1994 年以前針對發展落後地區推行

特殊執行計畫，如非洲地區的女性創業的發展計畫（Women＇s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Project）主要提供女性創業訓練。自 1994 年以後，關注焦點從「女

性」擴大到「性別」議題，轉而著重於兩性平等與經濟發展及減少貧窮等方面，並

將「性別」議題與相關研究，整合到對各國的援助策略與借款方案中，轉而擴大對

女性其他議題的關注。與亞洲地區相關的亞洲開發銀行（Asian Development Bank）

及東亞國協等組織，早已推動多項協助婦女對抗貧窮及爭取經濟獨立的活動，尤其

自 1997 年金融風暴後，面臨國家經濟結構惡化及失業率等因素攀升，促使各國政府

更加重視女性創業議題（王素彎，2004:176-180）。 

 

從國際組織推行女性創業方案過程中發現，其係以全球區域平衡為考量，多針

對開發中或經濟轉型國家給予女性創業相關援助，並依國情差異或地域性特質來選

擇不同的女性創業方案，透過與不同組織、地方政府、及當地非政府組織等（包含

企業、民間團體及教育機構）連結來落實方案推行，其政策方案核心係以微型貸款

及微型創業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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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女性創業政策之發展模式  

從文獻檢閱中（徐遵慈，2003；林哲群，2003；蔡淑梨，2003 王素彎，2004；

女性國際事務講堂講義，2006）發現國內外政府最初推行女性創業政策，皆採行上

而下方式，漸進式結合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當地民間團體、教育機構、及企業團體

等來共同推行，所以政府在女性創業政策中扮演政策制定者角色，藉由委外、授權、

或成立特殊機構等方式（如成立基金會），連結私部門之資金借貸、第三部門之志願

推廣、民間團體之諮詢服務、及學術體系之研究分析與教育訓練等，透過多元參與

管道來共同解決女性與經濟問題，從公共政策角度來看其實是公民社會下多元治理

的展現。歸納各國女性創業輔導措施，主要有教育訓練、資金協助、資訊提供、諮

詢服務、國際交流等方式，多以微型創業為發展核心，係考量到女性創業初期困難、

資金充裕、家庭照顧、彈性工時等因素；後漸以異業結合及國際交流為發展趨勢，

由此可看出女性創業者隨時空演進、制度完備、與經驗累積，開始透過集體力量來

連結彼此的資源網絡、人際關係及經驗交流，將女性議題轉化為公共性議題，以獲

取其他女性創業者、團體及公私部門的重視。 

 

有關各國女性創業政策之發展與比較，可參閱林哲群（2003）針對外國公部門

及非營利組織有關婦女創業與微型企業之輔導制度所做之研究，其分析美國、加拿

大、澳洲及南韓政府如何與非政府組織（NGOs）共同合作輔導提供婦女及微型創業

措施5，歸納出政府輔導的項目為財務、資訊、服務、訓練課程及諮詢等，並以此為

量化研究指標，調查國內女性及微型創業者之需求，進而做作施政之參考。蔡淑梨

（2003）則以知識經濟下對女性創業之影響為政策背景，比較國內外女性創業政策，

進一步檢視國內各政府部門現行政策、法規及輔導獎勵措施的優缺及不足之處，再

分析歸納女性創業者的創業動機、期望，主要仍以微觀女性創業者之創業模式為研

究取向。另王素彎（2004）以質性研究方式採討國內女性創業的動機、所遭遇困難

                                                 
5 清大研究計畫之所選定美國、加拿大、澳洲及南韓為研究對象，係因全球創業活動報告（Ｇ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00）中顯示上述四國的創業活動頻繁，有值得我國參學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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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創業模式，並蒐集各國對女性創業的協助措施及相關政策，對國內既有政策及未

來發展提出建議。吳雪惠(2006)則從女性創業歷程發現人際網絡與經濟活動的鑲嵌

性，分別從創業女性的個人能力條件與特質、創業資源與人際網絡、社會環境等不

同面向來探討婦女創業的影響因素，惟仍未注視到女性創業者群聚背後的價值，用

整合性觀點來看制度、個人與組織間之鑲嵌性關係如何動態形成，這也是本文立於

巨人肩膀往上看之利基所在。 

 

緣本文非研究女性創業政策之內容與輔導措施，僅從個案產生之背景作政策性

介紹，且已有文獻做政策上及政府與 NGO 間互動、輔助措施之比較研究；獨缺從公

共政策領域與組織發展角度去探討該政策背後的核心價值，是而引發本文興趣，在

既有基礎上檢視相關次級資料，發現女性創業政策的推行方式，係因整體大環境改

變促使各國及國際政策參與管道的多元開放，從委外創業訓練、到資金借貨、創業

輔導等，不僅讓政府、企業、國際非政府組織及民間團體的網絡關係更蓬勃活絡，

更間接凸顯女性創業政策背後的政策性結構網絡屬於上而下、制度到個人的單向網

絡連結過程，似乎缺少著雙向溝通的本質；進一步反思惟有從政策標的立場去思索

政策本身，才是突破政策盲思與瓶頸的最佳方式，這也是從做中學、學中思後（行

動參與、文獻檢閱反覆循環），察覺體悟到國內「飛雁專案」下「中華飛雁創業互助

協會」存在的關鍵價值，從個人到組織化過程，藉由組織來參與整個市場及政策運

作，使創業政策不至埋沒在公私協力過程，讓政策系統更開放多元，其實是另一種

促進女性創業成功的外部社會資本，透過該項檢視可發現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中

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於政策結構（飛雁專案）下的鑲嵌性地位及脈絡發展中的獨

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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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女性創業者之研究（微觀） 

有關女性創業家的文獻不多（蔡淑梨，2003:31）。相關研究多從微觀女性生命

歷程理論（吳慎慎，1990）及創業過程來探討影響女性創業的因素（楊敏玲，1993；

蔡璧如，1998；蔡娟娟，2000；王素彎，2004）、創業動機（張庭庭，2003；蔡淑梨，

2003；王素彎，2004）、個人特徵（趙亦珍，2001；蔡淑梨，2003；鄭美玲，2001）、

創業所遭遇的困難與因應（蔡璧如，1998；楊淑美，2001；王素彎，2004）、及生命

歷程之探究等議題（鄭美玲，2001）。可區分為兩種研究途徑，第一、從質化的個案

研究來瞭解女性創業家的生命創業歷程、資源取得、與遭遇困難之應對措施。第二、

藉由量化統計來探討女性創業家的人格特質、背景資料（如：年齡、教育、行業、

年資…等）與實務創業因素等（如：經營資訊、專業能力、家庭支持、尋找合夥、

創業機會…等），透過變項分析歸納出多數女性創業的困難與因應方式。 

 

承上發現，微型女性創業者於創業過程中易發生困難的時期，為創業時不諳相

關資訊及創業後管理不易（王素彎，2004:181-188），需協助解決的問題有：（1）資

金來源問題（2）提供心理支持、情緒抒發及經驗分享的場域（3）具體的教育訓練

等（單憶蓉，2005:113）。不論何種方式，大多從社會心理學領域去探討「女性創業

歷程」，或企業管理角度對創業實務的運作提供建議，亦或從教育訓練層面提出對輔

導育成機制的改善。未曾以制度性或網絡觀點看待整個創業大環境中對女性個別創

業行為的形塑、制約或決定，同時也賦予個人理性選擇或行動的可能，而個人在此

背景場域下，如何依據自身偏好及利益追求來採取行動，以展現自己存在之價值（吳

雪惠，2006:5 陳欽春，2004；李英明，2005:87；林南，2001）。  

 

綜閱「女性創業」之相關文獻後，初步發現「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於政策

結構下的鑲嵌性地位及時代脈絡的關鍵意涵，並意外覺察互為鑲嵌背後所連結的二

元性價值，如：制度／個人；個體／集體；自利／公益；社會／經濟…等，除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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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鑲嵌」需藉由中介組織（結構洞）來維繫，更指出「結構洞」是各項資本轉

換的能量場域，不僅承載內部的個體，同時也是通往更大節點的載體，無異道出「女

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的重要性角色。進而引導本文之思考邏輯如下：先從空間概

念來發掘組織緣起背後的政策網絡，確立「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於制度下之鑲

嵌性地位，察覺政策結構與環境脈絡是否存在有利該組織形成之條件？復次從時間

演進來檢視該組織發展的過程。 

 

因從鑲嵌背後之二元價值體悟到「制度－個人－組織－再制度化」的發展過程

是另一值得深究問題，除涉及價值調和（即個人如何藉由組織，再次融入現行結構

體系中）外，更隨組織屬性不同而呈現不同資本轉換的特性，尤其「女性創業型非

營利組織」係由個別女性創業者自發性凝聚產生，其最初踏入創業領域皆是以私益

最大化為考量（經濟動機），是何種原因讓自利動機的個人轉而組成公益性非營利組

織（社會行為）？且組織成員來自不同領域之微型創業者，對非營利組織成立及運

作要件不甚瞭解，如何能讓鬆散的非正式聚會轉向政府立案之組織？爰此，從「女

性創業非營利組織」之系絡與形成過程，尋找相關之理論做對照與檢視，以發掘更

深層的關鍵性意涵與理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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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與「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相關之理論 

  

從空間概念來發掘組織緣起之政策背景，確立「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於制

度下之結構性地位，察覺「制度－個人－組織－再制度化」之互為鑲嵌的概念演進

與新制度主義所強調的核心價值相符；另以時間演進來檢視該組織發展過程及背後

二元價值轉換，其實就是「女性創業之動態社會資本建構的呈現」。透過鑲嵌性社會

關係（結構洞）來連結宏觀與微觀、制度與個人、社會與經濟…等多元辯證看似對

立的衝突價值，其實是動態社會關係的兩端，因這份鑲嵌性連帶，使人與人、人與

團體及人與社會間之存在成為一種生活實踐，而不只是單純的符號或名詞表徵。 

 

壹、新制度主義理論（鑲嵌性結構） 

James March& Johan Olsen 於 1984 年發表《新制度主義：在政治生活中的組織

因素》中認為「人會追求個人價值之外的規範價值，並按已經被定下來的制度標準

來做選擇，而不只是企圖極大化個人利益。」（李英明，2005:9）在錯綜生活關係與

人是有限理性的事實前提下，使古典制度主義（宏觀、整體、社會）與行為科學主

義（微觀、個體、市場）無法以簡單的化約解釋複雜現象的本身，造就新制度主義

的產生，其認為制度（包含正式和非正式）、組織和歷史所形成的結構對個體並非只

是單純的限制、制約或決定，同時也是賦予人理性選擇或行動的可能性；而個人的

自主性或理性選擇也不是先驗給定的，而是通過結構來獲得與表現，人的自主能動

性和（以制度、組織、歷史所形成的）結構存在互為作用的關係，成就了鑲嵌的概

念，雖不同的新制度主義學派對理性選舉和制度結構之間的作用，有著不同的關係

強弱詮釋與理解，但基本上都是同意「人與制度結構之間存在相互鑲嵌的依存關

係」，並以此展開種種的關係網絡命題與網絡分析途徑，避免陷入過度強調結構或個

體的抽象論述中（李英明，2005:1-20、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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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度與個體 

「結構、制度、規範」與「人或個體」之間是通過具體的關係網絡做為中介橋

樑或依托，才能相互滲透支和支持；但不禁反問制度如何產生？人是如何鑲嵌於制

度中？乃肇於現實環境中的不確定性，人類問題的複雜度往往大幅超越個體能力所

及之範圍6；其次，個體於不斷選擇、行為和行動過程中，本是一種社會結構下各種

制度約制的呈現，所謂個人理性其實是長久以來自我習性（habitus）的類化呈現，

惟此仍無法克服現實環境中的不確定性，方促使正式與非正式規則、程序應蘊而生，

透過制度來預期、穩定人們互動的模式，雖限制了行為者理性的範圍，卻也提供了

個體互動的機會、場域，同時降低個體進入制度及其他體系的交易成本7（劉瑞華，

1994:25-35；李英明，2005:42-89）。 

 

二、個體、集體與組織 

既當個體已是制度結構下一份子，受有相對的資源、交易成本與對價訊息，為

何仍在個人理性最大化的考量下，轉而形成集體行動之動員與凝結？除顯示制度結

構下的個人擁有相對自主性外，更透露出制度中是否存在制度誘因（結構洞），讓個

體從既有的位置中認知到「個人經濟利益實可與社會團體行為相結合，以產生更大

的利益與互惠模式」，從而連結經濟個體與社會團體之二元價值。 

 

三、組織與制度 

進一步衍生如果非正式團體聚會可以承戴個體需求，那為何又選擇正式合法立

案組織？團體運作之背後邏輯是否涉及「合法正當性」及「效率化資源取得」問題8？

                                                 
6 交易成本為制度存在提供解釋力，因制度為個體行動與互動提供組織化原則，維繫個體與集體的認

同，使交易能延續到其他時間和場域（Lin，林祐聖、葉欣怡譯，2005:297；李英明，2005:35-39）。 
7  正式的制度結構改變個人為其信念所付的代價，因而促使他們的選擇產生效果（劉瑞華， 
1994:25-35）。 
8 人類通過理性計算對效益、效率的追求與通過制度、組織、規範的設計所表現出對正當性的期待，

其實是通過所處的生命情境和互動關係網絡來做考量；因此，對效率、效益的追求與對正當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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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使集體行動藉由再制度化（正式登記立案）得以名正言順地跳脫個人認知範疇

（個人理性最大化）效率化組織運作（李英明，2005:21-39、90-92），透過現行制

度下地位的相對優勢，來取得更多資源分配的正當、效率性，轉而影響既有制度設

計及進入其他體系的透戲規則，從而為組織中個體謀取較其原先（個體）不易取得

的優勢地位，透過這層連帶鑲嵌了制度、個人、組織間的依存關係，成就新制度主

義現為學術主流之價值；惟此無法解決團體行動中搭便車（free-rider）的困境，

轉而促使組織次級制度、信任機制與團體規範的產生，以確保組織內部的個體行動

是有秩序、可預期的交易與互動(李英明，2005:21-39；)。 

 

檢視青輔會「飛雁專案」之政策緣起及國際脈絡中，發現女性創業議題的崛起、

重視與整體環境局勢有關，而該政策落實有賴政府、企業、民間團體及個別女性創

業者的自覺（產生動機）與行動（創業行為）；整個制度規範（女性創業政策）與個

體理性選擇（女性創業者）如何鑲嵌且表現在人類的生活世界中是值得我們去深究

的，此鑲嵌關係不僅存在於人與制度的結構關係中（上而下推行女性創業方案），也

存在人與人之間及經由互動所產生的社會網絡關係中（下而上非營利組織的成立），

將具體的互動關係或網絡當成是基本的分析單位，把結構（女性創業政策環境）表

述為一幅網絡關係，其中包括許多節點（nodes）〈結構洞可以是個人《女性創業者》、

家庭、團體《政府、企業或民間組織》、社會或國家等〉及許多連帶（ties），透過

連帶可表述節點間被建構的關係及形塑所謂的社會結構；而結構中較低層次的網絡

是通往更大範圍網絡中的節點，小網絡的背景系絡是大範圍網絡的呈現，此概念可

勾勒出整個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於女性創業政策下（飛

雁專案）的結構性地位，及個別女性創業者如何藉由組織成立追求合理正當的資源

與表現，從而凸顯存在的關鍵價值與意涵（李英明，2005:23-24）（如圖 2-1 所示）。 

 

從「宏觀婦女創業政策」及「微觀女性創業歷程」，到「中觀女性創業型非營利

                                                                                                                                                   
在不同的情境下往往具有不同的考量與解釋（李英明，2005:91）。 



 31

組織的成立」，除凸顯制度與行為主義的限制外，更說明「人是有限理性」的事實呈

現，無法全然獨立於歷史制度或完全科學理性，透過正在進行中的社會關係做為中

介，讓鑲嵌性關係同時承載制度與個人，網狀上節點（結構洞）因連帶關係的存在

而富動態生命性，點出「新制度主義之鑲嵌性概念」與「動態社會資本的理論建構」

間不謀而合（李英明，2005:64-98），此亦是本文於個案動態發展過程深刻體會之處。 

 

 
宏觀-政治面

（總體） 

制度環境 

各國政府重視

微觀-經濟面 

(個體) 

經濟行為 

微型女性創業者 

中觀-社會面 

(集體) 

NPO-社會行為 

女性創業型ＮＰＯ 
行動理論＜--微觀理論

（理性行為主義的轉變）

研究核心：從「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之脈絡中，洞悉到『新   

制度之鑲嵌概念』與『動態社會資本建構』之關聯性 

女性創業政策

之整體架構圖

結構理論 

（古典主義化約） 

鉅觀理論 

（新制度主義融合） 

 

圖 2-1、「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於政策結構下之鑲嵌性關係圖 

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貳、社會資本理論（動態時間歷程） 

有關社會資本的義涵、要素（陳欽春，2004:1-34；Nan Lin，2001:47-65；Burt，

1992、1997、2000、2004）及其與非營利組織之關聯性（李宗勳，2002:17；姚泰山，

2003:53-77；黃承隆，2005:15-44；張亞楠，2004:9-64；王文君，2004:25-45；陳

恆鈞，2002:75-198；李貞宜，2001:6-16；江明修，1999:145-214），已有許多文獻

做探討，本文不多加贅述。惟檢閱過程發現其多從社區發展（盧禹璁，2005:5-33；

Bryce，2005:121-140）、社會服務與照顧體系（Bryce，2005:141-162）、及治理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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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等（江明修、鄭勝分，2004:37-58；謝俊義，2002:87-122；張其祿，2002:65-90）

做探討；亦有從經濟面向之就業發展做研究（邱瑞興，2003）惟不多見，綜閱上述

研究多以既存之大型組織為研究對象，並分析其與社會資本之關聯，未曾以組織實

際運作做歷程探究，更別說是從女性創業面向做分析，可見此研究領域尚乏人問津、

急需開拓。不難瞭解以既存組織作為研究對象，優點是組織運作成熟穩定，資料蒐

集、取得容易；但缺點是永遠拘限在組織正式化後之社會資本研究，忽略組織創立

過程的本身亦可能是一種動態社會資本的建構歷程；或許受限時間上與客觀條件

下，欲找到一個正在進行中的非營利組織作為研究對象並同時參與著實不易，倘若

因組織不成熟而取得資料不完備，反有研究風險存在，故未受過去研究者採行，亦

間接凸顯本文之異質性所在。 

 

一、動態社會資本之理論建構 

林南認為社會資本之「鉅觀到微觀」或「微觀至鉅觀」的兩種過程，都不應被

視為單獨發生之情形，或者將其描述為單向發生的歷程。一項完備的社會資本理論

描述必須要能捕捉介於行動與結構之間的雙向歷程，亦即透過特定中程

（middle-level）結構與歷程來中介過程，否則無法理解行動與結構之互動，而「制

度」和「網絡」是引導行動者、層級結構與資本流動間互動模式的兩種主要社會力

量。 

 

許多學者，如柯曼（Coleman）、懷特（White）、葛諾維特（Granovetter）、伯

特（Burt）、布萊傑（Breiger）、威爾曼（Wellman）、愛力克森（Erickson）、馬斯

登（Marsden）、佛萊普（Flap）和諸多其他論者，都曾採用網絡分析來描繪微觀至

鉅視的過程。對那些涉入社會網絡分析的學者而言，社會資源和社會資本構成了社

會性詮釋的核心要素。目的性行動係以極小化損失與極大化所得兩項動機原則為基

礎，導致了同時滿足情感性與工具性目的之社會網絡的誔生（首先是原初團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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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是次要連帶）。因此，社會網絡不僅存在於階層（例如經濟）組織（如經濟組織的

社會鑲嵌，Granovetter ，1985），同時也存在於個別行動者的互動中（Granovetter，

1973、1974；Lin，1982；Burt，1992），所以交易和交換不只出現在組織內部和不

同組織間，也出現於行動者間（林祐聖、葉欣怡，2005:293-294）。。 

 

制度分析提出一項有意義工具去理解組織應如何被視為通往更大環境的連結

（DiMaggio &Powell，1983、1991；North，1990；Meyer &Scott，1992、1994）。

一個組織的存續與持久，不只仰賴它在市場中所表現出的效能和競爭性，還必須倚

賴在面對社會中較大社會制度的要求時，它所展現的調整與遵從期望行動之能力。

對於這類社會規範的遵守，可能導致的是多元組織結構與行動的同形化

（isomorphic），或者制度性同形（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上述情形並不能

單純地透過競爭性與表現準則來加以解釋。另一重要預設是制度影響甚至支配行動

者與組織的行為，即個體如何學習規範，且為何需加以遵循？組織如何配合著個體

行動者改善其制度性資源，且以此提升它們存續的機會？換言之，哪些社會機制確

保地促使個體行動者與組織遵從制度儀式與行動？但此過程如何作用目前並不清楚

（Lin，林祐聖、葉欣怡譯，2005:294-295）。 

 

而制度與網絡如何被連結？網絡藉由提升結構的凝聚來強化或轉變制度，二者

皆是連接、維持與穩固社會行動者及組織的重要社會力量與基礎，並為行動者和組

織界定了內聚與外部差異。制度性與網絡的觀點之所令人感到興奮，是因為它們清

楚地提供數種模式，讓我們能夠用來分析不同的社會力，以及經濟力是如何影響互

動與交易，例如其釐清交易成本為何總是存在且不平均地被分配，也解釋個體與組

織行動的動機與理由為何總是超越單純的經濟考量等等；然概念間與概念連結過程

仍在著斷裂事實，需透過實務個案加以釐清（Lin 著，林祐聖、葉欣怡 譯，2005: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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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資本之動態歷程與公共性意涵 

而從制度下女性創業者成立非營利組織之過程，可發現社會資本的動態建構過

程及背後公共性意涵的呈現（如圖 2-2 所示）。陳欽春學者從演化觀點（時間）具體

闡明 Christos J. Paraskevopoulos「第二代行動理論」9之關鍵價值為「個體間社

會資本的積累」（即信任與網絡建立）及「制度回應性」（公共服務的績效與民眾參

與），無異從中建構『個人與制度』、『集體行動與社會資本』及『公共政策』間的微

妙關係。首先，藉由個體間互動與制度網絡建立「鑲嵌」的關係，將行動者「鑲嵌」

置入制度網絡中，避免過度理性化（經濟人）與社會化（社會人）的極端觀點；其

次，從「信任乃構成社會資本之重要形式」的認知中，發現「社會信任」可透過「互

惠規範（norms of reciprocity）與公民參與網絡（networks of civic engagement）」

二種社會資本的形式而增加，而其中最重要的規範是「一般性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原則，是一種涉及相互對未來互利期待的一種持續性交換關係

（Coleman，1990）。因此，一般性互惠關係與密集的社會網絡連接，透過互惠、信

譽和信任等核心關係，將被發展成為相互增強的方式，形成結構洞（Ostrom，1998）。

換言之，只要具有回應性或互惠性的交換網絡，無論是政府、市場或社會網絡，都

有助於社會資本的形成、累積（陳欽春，2004:55-56）。 

 

此外，制度網絡、價值與規範（即廣義的制度環境）本身亦扮演一種重要社會

化功能，並藉此影響個體行動者偏好，同時也是社會資本存在的另一種型態（Lin，

林祐聖、葉欣怡譯，2005:293-312）。於此架構下將制度視為一種獨立變項，並影響

個人有關於利益與認同的行動認知。行動者基於其個體偏好而在社會網絡中，與其

                                                 
9 奧爾森（Mancur Olson）於 1965 年出版《集體行動的困境》提出個人利益最大化的推理過程，將導

致個體利益與集體利益的衝突矛盾，即個人理性不會促進集體的公共利益，稱為「第一代行動理論」。

後印第安那大學歐斯壯（Elinor Ostrom）教授與其韓裔同僚安度勁（Toh-Kyeong Ahn）於 2002 年美

國政治學年會中，共同提出「第二代集體行動理論」（the second-generatio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的概念，認為第一代集體行動理論僅限於部分個案，非一般性理論（a general theory），即除第一代理

論之「普遍自利假定」（universal selfishness assumption）外，尚存「普遍利他的假定」（universal altruist 
assumption），從而認定形塑個體行為的基本假定是一種多種型態並存的模式（陳欽春，2004: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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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行動者互動而產生集體行動；而集體行動的結果通常以一種正式協議或正式制度

立而出現，而此制度與協議即內含行者個別偏好和集體協商下產物。此時，政府的

公共政策勢必受到社會集體性的偏好與規範的影響，而做出某種調整、學習與適應，

並設計出具有契合整體社會偏好與利益的政策方案，此種政策方案則以公共服務及

公共財方式再次提供社會大眾使用，形成開放性的政策循環系統，無異從中點出新

制度主義「動態鑲嵌性概念」之異曲同工處（陳欽春，2003: 56-57；Koniordos，

2005:119-141；Bryce，2005:59-120）。 

 

圖 2-2、「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與「社會資本」之動態建構圖 

(改自陳欽春，2004:57,60；林南，2001:309,313) 

 

就整體架構而言，制度網絡中所有成員的集體互動，進而產生公共政策的執行

與結果，這些結果以公共財的形式提供給所有成員共同使用，為此架構的外部性

（external）作用；而行動者對自我參與、互動與學習之成果感到滿意，亦會增強

個體對社會規範與價的歸屬作用，此為社會資本的重要內涵，並透過此種行動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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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習與社會化的機制不斷積累社會資本，也使得行動者與社會網絡的連結更為緊

密，此為架構的內部性（internal）作用（陳欽春，2003: 57）。 

 

總體言之，此種個體行動與公共行動連結的架構，主要關鍵因素在社會資本（制

度、規範或價值）於行動者間促成集體行動，亦提供制度解決集體行動困境和增進

系統績效的具體成果；同時，透過集體行動的作為或具回應性之政策行動結果，亦

可產生社會資本的要素（信任），如此政策學習與變遷的良性循環，可有效積累整體

政治社會系統的社會資本（陳欽春，2003: 58）。 

 

三、社會資本的研究領域 

有關社會資本理論之應用涵蓋不同學科領域。可依研究領域、層次、對象區分

如下(王文君，2004；陳欽春，2004；張亞楠，2004；黃承隆，2005)：從研究領域

可分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歷史學、管理學、組織發展等領域。依研究層次

可分為微觀（micro-level）、中觀（meso-level）、宏觀（macro-level）、及後設

（meta-level）等四個層次，以 Brown(1999)提出的社會資本要素、結構及環境等

三維分析來闡述前三種概念（黃承隆，2005:25-29）；微觀以個體為研究對象，強調

「嵌入自我的觀點」於個別行動者水平性網絡連結過程，代表學者為林南；中觀以

組織為研究對象，強調個體或群體網絡關係結構化過程及其分布之影響，不僅重視

水平與垂直關係，更將不同個體或群體視為一個整體，研究單元涵蓋團體、組織、

社區、村落、區域、或族群等，具體代表為Ｂurt 的「結構洞理論」；宏觀亦被稱為

「包含結構的觀點」，以某種制度或政治環境作為背景，來觀察總體的社經活動或治

理機制，例如：Ｏlson（1982）的集體行動模式研究及 North（1990）有關制度變遷

的探討等；後設從哲學觀點來凌駕和超越某件事物的相關內涵，從治理過程發現「民

主」與「績效」才是充實社會資本的核心策略，並以此重塑公民意識，建立公民社

會（陳欽春，2004:21-25、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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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檢視女性創業政策下「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之系絡因素，發現其觸及

的研究領域涵蓋到經濟、社會及公共政策等多元面向，無法斷然區分界定。另就研

究層級來說，其乍看雖屬中觀的組織層級；惟從（組織）動態發展歷程體現，其實

際連結了制度（女性創業政策）、個人（微型女性創業者）及組織（女性創業型非營

利組織），具體呈現出「微觀、中觀乃至宏觀社會資本之動態性鑲嵌關係」10，除點

明實務現象的生命力與多元複雜性外，亦道出欲以涇渭分明的學術領域來劃分本是

現象實體的部分，無異是導致學界與實務發展漸行漸遠的關鍵，這也是「社會資本

理論」魅力不減的主因，藉由社會資本科際整合的概念，對當前問題提出一定程度

的剖析和解答，而非拘泥於定義或研究領域的劃分，才是研究的核心精神所在，從

而鑲嵌了過去實務與學界間壁壘分明的關係11
（陳欽春，2004，27-34；李英明，

2005:94-98）。 

  

進一步系統整合上述所有文獻之探討及實務發展現況，深入剖析「女性創業型

非營利組織」之系絡因素，嘗試將「女性創業」、「非營利組織」與「社會資本」等

要素，以圖示方式（圖 2-3）具體展現系絡間的關聯性與理論價值，緣過去文獻已對

上述個別領域做探討，在此不贅述，僅以「女性創業」為核心探討「女性創業政策

下微型女性創業者如何從個人私益轉化為公益性非營利組織」，從制度－＞個人－＞

組織此一動態歷程，發現其與「新制度主義之鑲嵌性概念」、「動態社會資本建構」

                                                 
10社會資本的生產與操作之所以可能，其實來自於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關係網絡，透過互為關聯與鑲嵌

使人的生活與生命延續成為可能（李英明，2005:94）。過去結構／個人理性二元對立思維，忽略了我

們生存的真實情境，在經過知識界對觀察人類世界方法的重新省思後，人或個體的選擇和行動不再只

是化約地被規訓在理性的基礎或結構制約上，而是回到真實世界中。藉由對「新制度主義發展」與「社

會資本概念」的探討，體現到人類生命中具體關係網絡中的結構不在是隱喻、先天給定的前提，而是

「活生活的人」所串起的聯繫，可能是一個客體或實體、一種制度或規範…甚至是作為一個與依托人

的實踐而來建構或運作相連結的一種過程，結構不是靜態而是動態的，是會隨著人正在進行中的關係

不斷流變。藉由「鑲嵌觀念」導入，讓生活中許多被當成給定或約定俗成的規範、制度或概念被解放

出來，重新審視或論述這些規範、制度或概念是如何在具體的關係網絡操作下被賦予意義或操作（李

英明，2005:96-98）。 
 
11知識界對人類生活的觀察歸納及分析所建構出的理論，也必須與生活實踐辯證結合，不再孤立於人

具體的生活情境之外。在這樣的氛圍下，過於細緻的學術分類將被跨學科的不斷對話所取代，不論是

經濟、政治或各類別的學科，都必須重回社會脈絡中相結合，才能成寶貴的知識（李英明，2005: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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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切關聯，進而對三者間之關係（三角形部分）做探究。 

 

綜上所述，本文試圖結合文獻檢閱及實務參與，將欲探討的部分，界定如下：「女

性創業」與「社會資本」之關聯性在於大環境是否存在有利制度產生之外部社會資

本，且制度如何從個體特性中預設其存在的價值與形式，復吸引大環境中個體融入

該體系中；於此，社會資本將隨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之建構歷程而涵蓋不同層次

的集結及轉換。 

 

其次，「女性創業」與「非營利組織」之關聯性在於個體如何從制度結構的約制

中發現集體行動的力量與價值，以組織形式再次融入制度下的結構洞中；其涉及三

個層級，第一、個人私利如何轉化為集體互益行為，乃至昇華為公益性非營利組織。

第二、組織如何找尋制度下的結構洞，以同時載承個人與集體存在之誘因（工具性

或情感性誘因）。第三、組織如何藉由利基促使制度變遷，以維繫制度仍是通往更大

範圍結構中的節點。此同時論及「非營利組織動態發展」與「社會資本」間之關聯

性，除涉及不同層次間的價值轉換、行動衝突妥協外，更具體說明經濟力與社會力

的調合運作，無法僅以僵化的二元思維加以區分闡述。 

 

而上述範疇的動態循環，其實就是「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的整個動態社會

資本建構過程，無異點出「女性創業」、「非營利組織」及「動態社會資本」間之微

妙關係與耐人尋味的問題點，因「結構鑲嵌性與動態性網絡的存在」使得正在建構

中的組織，因此與「新制度主義」及「社會資本」理論產生連結，一併解決過去非

營利組織發展理論所無法闡述的問題點及研究領域（如圖2-3三角形之陰影處所示）。 



 39

 
圖 2-3、「女性創業型非營利組織」之組織特性暨系絡圖 

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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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文之研究架構 

以時間演進和空間概念來發掘組織緣起之政策背景，確立「女性創業型非營利

組織」於制度下之結構性地位，察覺「制度－個人－組織－再制度化」之『互為鑲

嵌概念』與『新制度主義』核心價值相符，亦是女性創業『動態社會資本建構』的

體現（如圖 2-4 所示）。 

    

圖 2-4、本文初步分析之架構圖（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復依文獻檢閱、理論分析及個案實務發展之動態對照後，確立本文之理論研究

架構圖如下(圖 2-5 所示)： 

 
圖 2-5、本文之理論架構圖【結合 新制度／社會資本】 

（改自 林祐聖、葉欣怡 譯，林南 著，200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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