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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論文摘要 
 

會所為近年來我國新興之非營利組織，其基本性質應該屬於精神障礙障者病

友自治團體，其發展係源自於美國活泉之家，目前我國全部僅有五所，但其中二

所卻因故不得不嘎然結束原有之經營，殊為可惜。 

 

本研究之方法，係採取質性研究方式，並對 5 所會所實際擔任經營管理之負

責人作深度訪查。 

 

本研究主要之目的，係在探討以下幾點： 

（一）探討如何延續已經創造之公益模式，能夠繼續永續經營。 

（二）以資源管理模式，探討關鍵成功或失敗因素，供其他類似非營利組織做參

考。 

（三）保障並增進弱勢精神障礙者權益。 

（四）為醫療體系運作創造一個參考架構之典範，作為修正現有精神醫療機構過

度營利化、公司化之趨勢。 

 

本研究在以資源為基礎來探討會所之經營管理模式後，獲得之主要結論，有

以下幾點： 

（一）國內會所經費來源大多依靠政府補助支援，多半超過 50％之比重，相對

而言，自籌款比率偏低，亦即會所之資源來源，主要由政府提供。 

（二）國內會所除與原先設置之非營利組織緊密相連結外，多數並未正式去連結

其他組織以獲取外部資源。 

（三）國內會所或許因為草創之初，經營規模尚未達到一定程度，因此，尚未使

用經營管理所使用之績效與策略工具。 

（四）國內會所逐漸往申請國際認證之經營管理方向前進，在引進更多外部資

源，尤其是知識與技術資源，以強化其核心能耐。 

 

    本研究之結論，在經營管理上之意涵，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降低過渡外部資源之依賴比重：會所於開辦與立案之初，應積極獲取政府

所提供之資源，但為永續經營，必須逐漸減少依賴政府資源，降低政府補助佔總

收入之比例。 

（二）開發新資源：與企業合作，包括公益行銷、異業結盟等。 

（三）減少成本，增加效率：訂定績效指標。 

（四）ICCD 認證：加入國際認證，其優點在於，可以建立政府補助之標準，也

可以確保國際品質、建立品牌形象、獲得國際知識與技術等資源。 

（五）設置委員會審查機制：會所內部應設置委員會，聘用引進外部獨立、公正

之人士，以便審查內部業務，使內部財務等資訊透明，可增加外部資源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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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增加社會大眾給予資源挹注之願意與信心，可同時提升募款之比重、

減少政府補助之比例、以及強化會所治理之機制。 

 

關鍵字： 

會所(Clubhouse)、國際會所發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簡稱 ICCD)、深度訪談（In-Depth Interview）、賦權

（Empowerment）、非營利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簡稱 N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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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s Abstract 
 

Clubhouse is an emerg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It is 

one kind of self-help group for mental handicaps and is originated from Fountain 

House in U.S.A. There have been 5 clubhouses set up with 2 of them resulting to an 

end because of certain causes. The outcome of this scenario is pitiful. 

  

The method of this thesis is qualitative and make in-depth interview with persons 

who materially manages in each clubhouse. 

 

The aims of this thesis are as follow: 

(1) Exploring how to sustain this clubhouse model which has built up in the way of 

charity. 

(2) Exploring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and the key failure factors in terms of 

resources, and proving these factors to other simila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for 

comparison. 

(3) Protecting and Promo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entally vulnerable 

population. 

(4) Providing a reference model for modern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which tend to 

be over-profiteering like companies. 

 

After exploring the model of management in terms of resources, the conclusions 

are made as follow:  

(1) Most of clubhouses in Taiwan are sponsored chiefly by government with more 

than 50%, in other words, relatively less from raising funds. 

(2) All clubhouses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with their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which 

set up them, however loosely and informally with othe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 All clubhouses in Taiwan have not yet used strategic tools such as BSC for 

management, probably due to still in early developmental stage with small scale. 

(4) All clubhouses in Taiwan have plans in the future to receive certification from 

ICCD in order to obtain resources, especially knowledge and skills, with promoting 

their own core competence. 

 

Addressing to implications of management, this thesis conclude several points as 

follow: 

(1) Decreasing the percent to be dependent to outside resources. 

(2) Developing new resources other than sponsorship from government. 

(3) Decreasing cost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under establishment of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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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s. 

(4) Getting qualified with a certification issued by ICCD. 

(5)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committee of review as an oversight mechanism. 

 

 

Key words: 

Clubhouse,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 

(ICC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Depth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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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精神障礙為身心障礙者一種類型之一
1，目前主要醫療照護之來源，皆源自

於醫療及精神復健體系，長期以來欠缺病友自行成立之自主團體，以致於在欠缺

自主性、獨立性之生活後，在加上長期以來遭受社會之污名化2，以致於精神障

礙之病友，即使已經病情穩定、能獨立生活、甚至能獨立工作，仍然因為社會既

存已久之偏見，往往還是難以復歸社會。 

 

   對於這類弱勢族群，我國健康照護體系(health care system)現有之架構，

是否足以擔負完善照護之責任？依據陳美霞教授之見解3，我國健康照護體系「輕

公衛體系重醫療、過度醫療化，醫療部門過度市場化及私有化」，因此當面臨 2003

年SARS突然來襲時，整個醫療界無法有效處理疫災之迅速蔓延，即使至今日，當

時之情況，不僅沒有改善，反而更形惡化，指標性之數字，包括預防性公衛經費

占醫療保健費用之百分比、醫療人力與公衛人力比、衛生所人力數目、公立醫院

與私立醫院在數目、病床數目、或醫事人員數目比等，皆顯示此種現象。 

 

    日前由台灣女人連線、台北市女性權益促進會、台灣醫療改革基金會、老人

福利推動聯盟、殘障聯盟、台灣勞工陣線、台灣少年權益與福利促進聯盟、智障

者家長總會、家庭照護者關懷總會、中華民國康復之友聯盟、中華民國乳癌病友

協會、兒童福利聯盟等共計十二團體所成立之監督健保聯盟4，基於監督政府決

策與財務透明化，先節流、後開源，落實轉診制度，於 2010 年 3 月 31 日發表新

聞，表示依據健保法之規定，公立醫院健保床應占 65%，私立醫院也要有 50%以

上，但病患住院、開刀，想住健保床卻經常得面臨一床難求的窘境，據統計，醫

學中心和區域醫院，每年靠自費病床，獲利最少 58 億，甚至可達到 117 億，例

如身為醫學中心一員之台大醫院，靠拿公帑補助經營，其健保病床比例卻不到健

                                                 
1 新修正之「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5條，對於身心障礙者之定義，係指該條各款身體系統

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不全導致顯著偏離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參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

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量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領有身心障礙證明

者，包括第 1款「神經系統構造及精神、心智功能」，此即相當於舊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3條所稱身心障礙者，係指個人因生理或心理因素致其參與社會及從事生產活動功能受到限制或

無法發揮，經鑑定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等級之下列障礙並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為範圍，其

中第 12 款「慢性精神病患者」。舊法例示 15 種障礙類別及 1款概括規定，而新法僅列舉 8款障

礙類別。 
2 有關污名化之議題探討，可以參考社會學家Goffman之著作。曾凡慈譯（2010），污名：管理受

損身分的筆記，台北：群學。原著：Goffman,E.(1986), Stigma :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Touchstone. 
3 陳美霞，新流感再考驗公衛體系，中國時報，2009 年 4 月 30 日，A18 版。以及同作者，「公衛

體系廢功，如何防煞」，中國時報，2005 年 5 月。 
4 台灣女人健康網，http://www.twh.org.tw/11/04.asp，最後瀏覽日 2010 年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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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法所規定之 65%，甚至不到 6成。一旦 2010 年 4 月 1 日起，健保費率在正式

調漲之後，約有 487 萬人每月將多繳 63 至 1075 不等元之健保費，但監督健保聯

盟質疑：「醫療品質真的有變好嗎?」5雖然這些團體之意見，可能未必具有學術

上堅強之參考數據來支撐其意見，不過卻也反應現存醫療體系未能完全滿足社會

大眾之需求。 

 

   因此，在現有醫療體制之下，由於醫療照護體系逐漸轉向以增加營運利潤為

導向，偏離原有公衛照護之目的，甚至連台大這類醫學中心層級之醫院，肩負照

護品質龍頭地位之教學、公立醫院，也不免有此種現象，更何況其他醫院！以上

新聞僅是許多營利趨勢現象之一而已。在利之所趨之大環境下，對於長期居於弱

勢、又有污名化之精神障礙者，很難在現有醫療體系下受到完善之照護，因此需

要考慮其他方式，在實現社會公益下，達到照護這類弱勢族群。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醫療係是以預防及治療疾病為目的之產業，傳統上一向被歸類為非營利事業

之一，但醫療已經摻雜著營利性質，逐漸趨向公司化之營利性質。在醫療界所依

據之重要法律之「醫療法」，已經於近年再修正，在醫療機構中，參考日本法制，

在原有醫療財團法人、公立醫院之外，增列醫療社團法人6，雖然學者楊漢泉認

為，此為介於營利公司與非營利性質間之機構，但不可否認地，此也為醫院等醫

療機構提供趨向營利色彩濃厚之公私化方向找到正式之法源。 

 

儘管學者徐小波主張，「公立醫院法人化，私立醫院公司化」，採去二分法之

見解，讓公立醫院肩負公共醫療政策之實施，而私立醫院則在公司化之基礎上，

在提供醫療服務之時，與一般公司之目的相同，達成利潤極大化。這樣之主張，

是否有可能造成部分之醫療產業變質，只為營利之目的而產生逆選擇，造成真正

需要醫療之民眾無法獲得應有、適當之醫療，可能因此落入醫療照護不足或無醫

療照護之窘境，即使轉送至公立醫院，亦有可能在公立醫院法人化後，中央或地

方衛生主管機關無法直接指揮其提供不合營利目的之醫療服務，亦同時使原有之

病人再度遭受醫療照護不足或無醫療照護之窘境。 

 

這樣之醫療制度，是否是未來醫療體系之制度？足以保障包括精神障礙者之

照護？由於現有或未來醫療體系照護精神障礙者可能在趨向營利、公司化下，可

能無法達成醫療照護之目的，因此急需有另外思維建立另一體系，達成政府、營

利組織所無法達成之目標，因此參考我國近年來所成立之「會所」（clubhouse）

                                                 
5 民視新聞網，引自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331/11/232wd.html，最

後瀏覽日 2010 年 4 月 10 日。 
6 參考鄭聰明（1997），私立醫院法人化之研究，台灣大學醫療機構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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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希望能建立彌補現有或未來醫療體系對於精障者照護之不足。 

 

其實「會所」（clubhouse）模式已經在國外施行多年，目前依據 2006 年之

資料顯示，共計至少有 26 國成立 326 會所，而在亞洲地區，就已經在韓國有 8

所、香港 4 所、新加坡 3 所。我國近年來，在參考國外經驗後，民間已陸續成立

特別為精神障礙者而成立之會所，除康復之友聯盟所成立二所之外，還有伊甸社

會福利基金會所附設之臺北市「活泉之家」、臺北縣「慈芳關懷中心」、新竹市「心

築關懷中心」，總計五所。 

 

然而康復之友聯盟 My House 原本已經因試辦而創造出一種提供精神障礙者

之新模式「會所」模式，卻因為政府支持不足等原因下，不得不於 2009 年底正

式結束。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以下幾點： 

（一）探討如何延續已經創造之公益模式，能夠繼續永續經營。 

（二）以資源管理模式，探討關鍵成功或失敗因素，供其他類似非營利組織

做參考。 

（三）保障並增進弱勢精神障礙者權益。 

（四）為醫療體系運作創造一個參考架構之典範，作為修正現有精神醫療機 

構過度營利化、公司化之趨勢。 

 

第三節  研究步驟與流程 

 

為達到本論文研究之目的，本論文首先確認所要研究之主題，即是以在醫療

產業中，不屬於直接提供醫療照護服務之會所作為研究探討之對象，並以其作為

非營利組織經營管理模式作為研究探討之主要核心議題，藉由文獻回顧、訪談、

資料分析、解釋，探討其經營管理之關鍵成功或關鍵失敗因素，依據此些因素之

探討，以建立我國近年來在整體健康產業中，位於其中精神醫療體系下，由病友

所組成之會所，如何在落實其使命，藉由經營管理策略以及工具，做資源管理，

而達成其永續經營之目的。 

 

為達成研究目的，以下圖（圖一）簡要說明研究步驟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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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流程
確定研究題目

確定研究問題與目的

相關問題之文獻回顧

確定訪談問題與對象

進行深度訪談

解釋、分析資料

研究結論與建議

 
 

圖 一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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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研究 

    為研究非營利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首先必須先瞭解其定義以

及其他相關特質，否則難以在健康產業中，尤其是在精神醫療體系中，找到自己

之定位，並經營管理以達成其既定之使命。 

 

第一節  非營利組織之定義 

 

非營利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之定義7，因為包括美國、英國、加

拿大等在內之不同國家或這些國家之不同學者，因為觀點不同或依據不同等因

素，而使用相類似之用語，因此與許多相關概念相互通用，相關而類似之用語包

括：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獨立部門(independent 

sector)、志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慈善部門(charitable sector)、免稅

部門(tax-exempt sector)、非法定部門(non-statutory sector)、非商業部門

(noncommercial sector)、第三部門(third sector)等。也有學者更將這類不同

名詞以類似同心圓之概念，將其範圍由外而內區別其概念8，包括：（一）志願組

織：位於最外層，指以志願人員為主之組織團體。（二）非營利組織：位於次層，

非商業性團體，包括公立或民間組織。（三）免稅組織：再位於次層，包括所有

免稅團體。（四）慈善組織：又再位於次層，包括私人基金會。（五）公共福利機

構（public charities）：位於同心圓最核心部分。依此，非營利組織正巧位於

私人企業與政府所建立連續光譜之二極之間。 

 

相對於英美等國家採取類似卻未盡相同意義之用語來定義非營利組織，但在

亞洲國家，包括我國、印度、泰國等國，多以非營利組織來通稱以上之用語，因

此，在定義上，相對比較一致。 

 

   不過，由於社會不斷發展，社會對於非營利組織之期待不同，因此對於非營

利組織之定義也隨之而不同，綜合國內外學者之見解，整理如下表9（表一）： 

 

表一 國內外學者對於非營利組織之定義 

學者名字 年 定義 

                                                 
7 劉麗雯著（2006），非營利組織：協調合作的社會福利服務，台北：雙葉書廊有限公司，頁 105-107。 
8 Henrold, D.(1980). Management Assistance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bservations and 

Strategies on Utilizing Volunteers from for-profit Enterprise. St. Louis, Missouri.

轉引自江明修（1998），非營利組織領導行為之研究，收錄於江明修編著，非營利組織論叢：非

營利組織管理之道。 
9 陳忠俊（2003），非營利組織募款方式及成效之研究-以慈濟基金會為例，長榮大學經營管理研

究所，碩士論文。周文珍（2007），非營利組織與企業合作公益行銷之研究：以聯合勸募協會與

花旗銀行為例，國立政治大學商學院經營管理碩士學程，非營利事業管理組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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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學者   

Howard  1980 除法令許可組織成員或管理者可以獲得薪資報

酬而增加私人財產外，不可分配財產給組織的個

人。 

Hansmann10 1987 盈餘不能分給組織內任何一位成員，必須用於合

乎公益目的業務或方案。 

Kotler & 

Andersen 

1987 共有二項要件： 

（一）期望影響目標群體的行為。 

（二）不僅追求組織自身的利益，而且也需追求

目標群體的利益。 

James 1989 可享受減免稅捐的組織 

Wolf11 1990 正式合法的組織，接受法令規章管理、具備公益

的使命而不以營利或獲取個人私利為目的。 

Denhardt 1991 組織受法律限制而禁止將剩餘的收入或利潤分

配給個人，組織雖然有利潤，但利潤必須使用於

組織的目的。 

Salamon12 1992 非營利組織為具有正式結構的民間私人組織，係

由志工所組成的自我管理的團體，該組織的目的

在於為公共利益而服務，而非為自身成員追求福

利，利潤不能分配。 

Salamon ＆ 

Anheier13 

1992 由四面向來定義，包括： 

（一）法律定義：依據法定解釋來定義。 

（二）經濟或財務定義：例如以財務收入來源來

定義。 

（三）功能定義：以組織的功能、目的與工作方

式等是否以公益、志願為特質來定義。 

（四）結構與運作定義：從組織結構、制度、運

作方式來定義。 

國內學者   

呂東英14 1977 專以從事非營利目的事業，不以無目的累積結

餘，不給予原創立人、組織成員或特定人特殊利

                                                 
10 Hansmann,H. (1987), Economic Theories of Nonprofit Enterprise, in Powel, W. W. (ed),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1 Wolf,T(1990), Managing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2 Salamon, L.M (1992), American＇s Nonprofit Sector: A Primer,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Center.  
13 Salamon, L.M. & Anheier, H.K.(1992), In Search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I: The Problem 

of Definition, Voluntas 3, 2:125-153. 轉引自王振軒（2005），非政府組織的議題與發展，

台北：鼎茂圖書，頁 7。 
14 呂東英（1977），我國非營利組織免稅問題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財政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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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而成立的公益團體及財團法人，或者依法成立

辦理政府指定事項之組織或團體。 

江明修 1994 具備法人資格，以公共服務為使命，享有免稅優

惠，不以營利為目的，其組織盈餘不分配給內部

成員，並具有民間獨立性質之組織。 

孫本初15 1994 非營利組織其設立之目地，非在獲取財務上之利

潤，且其盈餘不得分配給其成員或其他私人，並

具有獨立、公正、民間性質之組織或團體。 

陳金貴16 1994 具有正式結構之民間組織，是由許多志願人士所

組成之自我管理團體，組織之目的是為了公共利

益，而非為自身之成員提供服務。 

馮燕17 2000 有一個合法組成的結構與過程，確保其服務公益

的宗旨，並受到監督。 

官有桓18 2000 以公益為目的，具有民間私人性質，且獨立運作

之正式組織，享有稅法上優惠，必須在政府部門

法律所規範的權力下運作，運用大眾捐款或自我

生產所得，及政府補助款，已遞送符合組織宗旨

範定之服務，使社會多數人得到幫助。 

蕭新煌 2000 不以營利為目的的組織，且是有一個合法的組成

結構與過程，以確保其服務公眾利益的宗旨貫徹

作為會受到監督，並以其非因營利地位而得以享

有的優惠待遇相稱。不以利潤為組織營運的目

標，即使有盈餘，必將回饋給其他有利組織宗旨

達成的運作或組織擴充，而不會分配給組織的成

員、管理人或進入任何一個私人的帳戶。 

大陸學者   

蔡磊 2005 非營利組織是指在政府體系之外的、具有公共服

務宗旨或促進社會福利發展，不分配盈餘，享有

免稅優待或享有減稅優惠的依法成立的組織19。

 

由以上國內外學者、以及大陸學者之見解，在確認非營利組織具有共同之屬

性包括：私立、非政府、非營利、獨立運作、不受單一國家或組織操控、促進社

                                                 
15 孫本初（1994），非營利組織管理之研究：以台北市政府登記有案之社會福利慈善事業基金會

為對象，台北：台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6 陳金貴（1994），美國非營利組織的人力資源管理，台北：瑞興，頁 32。 
17 馮燕（2000），導論：非營利組織之定義、功能與發展。載於蕭新煌主編，非營利部門：組織

與運作，台北：巨流圖書。 
18 官有桓編著（2000），非營利組織與社會福利：台灣本土的個案分析，台北：亞太圖書。 
19 蔡磊（2005），非營利組織基本法律制度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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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益、公民志願加入、財務自主、免稅、不分配盈餘等基礎下20，可以確認非

營利組織之幾項基本構成要件要素： 

（一）具有非營利、公益性質的目標或使命。 

（二）具有正式、合法的私人組織。 

（三）具有享受減免稅捐之資格。 

（四）具有不分配利潤給組織成員之特徵。 

 

至於有少部分學者提及受到監督或接受政府補助，其實並非是非營利組織之

基本構成要件要素。以上非營利組織的基本構成要件要素，其實反映出一項基本

原則，即是「自主性」(autonomy)，非營利組織在從事其使命活動時，必須跳脫

出利益團體之範圍，否則可能被政府或企業所利用，喪失其原有使命，因此若失

去自主性時，非營利組織即非屬「第三部門」，並與「第三部門」之原意不符21。 

 

第二節  非營利組織之分類 

 

   國際上自 1908 年起，經 1950 年聯合國（UN）經濟暨社會理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採用，至 2002 年國際協會聯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所出版的國際組織年鑑，將非營利組織依據性質不同而區分共計

73 種類型，包括基礎科學、天文、地理、氣象等。以上分類過於瑣碎，因此，

可將其功能簡化，分成主要三類22：（一）倡議型：藉由推展特定信念或價值，達

成改變社會之使命。（二）運作型：以提供人道救援或發展等社會服務。（三）贊

助型：具有豐富資源，利用提供其他使命相一致的非營利組織經費等資源，合作

推動方案，以加速達成其本身原有的使命。 

 

有學者將非營利組織分成三類，例如Douglas
23
分為公益組織、互助組織、政

治組織三類。但多數學者將特殊目的之政治組織排除在外，一般學者都僅區分為

二大類，僅包括公益(public benefit)類與互益(mutual benefit)類。依據Bitter

與George24以及Denhardt25之分類，公益類組織係以提供公共服務為目的，包括

慈善事業、教育文化、科技研究、私人基金會、社會福利、宗教團體、政治團體

等。互益類組織係以提供會員間互益為目的，包括社交俱樂部、消費合作社、工

                                                 
20 王振軒（2005），非政府組織的議題與發展，台北：鼎茂圖書，頁 8。 
21 顧忠華（1999），公民社會與非營利組織：一個理論性研究的架構，亞洲研究，頁 8-23。 

 

），非營利部門與公共行政，收錄於江明修編著，非營利組織論叢：非營利組織管理之道。 

22 王振軒（2005），前引註 20，頁 30-31。 
23 Douglas, J(1987), Political Theori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Powell, W. W. (ed.)

The 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轉引自許世雨

（1998
24 Bitter, B.J. & George, K.R. (1976), The Exemp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from 

Federal Income Taxation. Yale Law Journal, Vol.85,pp.299-358. 轉引自許世雨（1998），

同前註。 
25 Denhardt, R.B (1991),Public Administration : An Action Orientation.  CA: Wadworth, 

Inc., 轉引自許世雨（1998），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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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商會、職業團體等。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二 國際非營利組織分類標準(ICNPO) 

分類序號 主分類

 依據「國際非營利組織分類標準」(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簡稱ICNPO)，非營利組織可以分成 12 大類，詳細內

容如下表26（表二）： 

表

名稱 次分類名稱 

1 文化與娛樂 文化與藝術、運動、其他娛樂 

2 教育與研究 初級與次級教育、高等教育、其他教育、研

究 

3 健康 與復健、心理健康與緊急處置、其他健醫院

康服務 

4 社會服務 、緊急庇護與救濟、收入支持與維社會服務

持 

5 環境保護 保護、動物保護 環境

6 發展與住屋提供 、住屋提供、工作機經濟、社會及社區發展

會與訓練 

7 法律、倡導與政黨 導、法律服務、政治組織 公民權與倡

8 慈善   

9 國際事務   

10 宗教   

11 企業與專業協會、聯

盟 

  

12    其他

 

三節  非營利組織之使命與策略 

  非營利組織與強調追求利潤的營利事業不同，是一個追求使命(mission)、

所謂使命，其實就是一個理想，也是非營利組織之所以存在之原因，在經營

管理

                                                

第

 

  

並以使命導向之事業而非慈善機構，縱使非營利組織不追求利潤，也並不因此就

可以消極、怠惰，反而，更需要有明確之經營管理能力，否則，不像營利組織因

未有明確之利潤指標與績效，容易因為沒有績效指標而發生績效不彰之情形。 

 

上使命與策略經常合併被討論。使命其功能，是用來指導組織的未來方向與

決策，而策略則是用來在競爭環境中求生存之方法。 

 

 
26 林淑馨（2008），非營利組織管理，台北：三民書局，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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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杜拉克27認為落實使命必須具備以下三項要件：（一）注意本身之優勢

與表

據司徒達賢的見解28，使命即是「為某些顧客(clients)提供某些服務

(se 他們

營利組織之使命29，因為非營利導向，故其使命保有相當大之彈性，可大可

小，

略與使命間之關係，在於使命是抽象、指導性質，屬於上位概念，而策略

是由

而言之，若非營利組織在發展期間，一時欠缺策略，若有充足之資源時，

其實

四節  非營利組織之法規比較 

                                                

現。（二）經常注意外界之機會與需求。（三）確認自己信念。 

 

依

rvices)」，除此之外，還可以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這些服務對顧客

有何價值？（二）滿足了顧客他們哪些需求？（三）本組織為何有能力做好這項

工作？而非營利組織之使命，在提供服務之多種類型產業，有幾項共通特徵：「維

護社會價值、提供社會服務、啟發觀念、改變行為、提升人之身心品質」。 

 

非

若較大之定義，可以保有永續成長之空間，不論使命大小，但還是需要明確

與適當，除明確定義出顧客與服務之外，還需要配合社會需要，能夠解決顧客(C) 

之問題，讓參與者(P)能夠認同，同時能夠喚起資源(R) 之同情。使命對資源分

配之功用而言，可以藉此決定其優先順序。 

 

策

使命所派生而來，無使命即無策略，具有具體、階段的性質，屬於下位概念，

依據司徒達賢之見解，一般而言，其工作內容包括30：（一）描述組織之願景：依

據組織之使命，描繪出將來我們要變成什麼樣子？為什麼我們要變成這樣子？

（二）分析組織之內外環境：分析外在環境之機會、威脅與內在組織能力之優點、

缺點。：（三）確認策略議題：在發覺出組織現狀與理想差距後，確定實現努力

重點之方向。（四）決定資源分配之優先順序：依據以上幾點分析，決定如何分

配資源。此種對於策略之見解，依據吳思華之見解31，策略在企業主持人或經營

團隊規劃未來整體發展時，顯示出至少四項意義：（一）評估與界定企業之生存

利基。(二)建立並維持企業不敗之競爭優勢。(三)達成企業目標的系列之重要活

動。(四) 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之指導原則。二者對策略之見解皆相似。 

 

總

也不會立即面臨生存之危機，但可能會造成資源浪費、組織力量分散、與最

終不易實現使命之情形。 

 

第

 

 
27 于佩珊譯（2004），彼得．杜拉克：使命與領導-向非營利組織學習之道，台北市：遠流，頁

48-49。原著：Peter, D.F. (1990), 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actice and 

principles. 
28 司徒達賢（2005），非營利組織的經營管理，台北：天下遠見出版，頁 47-105。 
29 同前註，頁 54。 
30 同前註，頁 58。 
31 吳思華（2000），策略九說：策略思考的本質，3版，台北市:臉譜出版社，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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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國外非營利組織之法規 

一款  美國非營利組織之法規 

  非營利組織勃發於美國，其名稱也源自於美國，因此國外法規的介紹與比

  美國律師協會於 1952 年首次頒佈「非營利法人示範法」，隨後於 1987 年修

  美國「國家統一州法委員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第

 

  

較，自然以美國為例做為參考之對象。依據美國稅法規定，為鼓勵為公共利益服

務之組織予以免稅，因而稱呼此類團體為「非營利組織」32。依據美國國稅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33所制訂之稅法(Internal Revenue Code)，

對於可免稅之組織分成 29 種類型，並可分為二大類別：（一）公益服務性組織類：

包括二款規定，包括第 501 條第C項第 3款、第 4款，第 4款係規定倡議及遊說

取向之組織，第 3款才是真正、並為唯一符合可享受免稅之非營利組織，美國也

依據第 3款來界定非營利組織之範圍。（二）社員服務性組織類別34。29 種類型

包括國會法案下所規定之組織、保有頭銜之公司、宗教組織、慈善組織、社會福

利組織、勞工組織、農業組織、企業聯盟等組織，其中宗教組織、慈善組織、社

會福利組織皆屬於非營利組織之類別35。該稅法第 501 條第C項第 3款明文規定：

「…公私之利潤不應適用於其獲利上…」，禁止員工或董事會從組織之獲利中牟

取不當利益。然而此規定之關鍵重點，在於國稅局認為非營利組織擁有利潤係屬

合法。 

 

  

訂該法，至今已經為美國大多數州所採納。該法作為管理各州非營利法人之法

源，該法於第 1.10 條即規定，該法應簡稱為「（州名）非營利法人法」，並於第

1.11 條規定，州立法機關有權保留或修改該州之非營利法人法，也因此主管機

管得依法介入管理。因為依據美國普通法，不論營利或非營利的非法人社團，皆

非獨立法律主體，其只是各個成員之集合而已，在許多方面與商業合夥具有相同

特徵，也因此，該法承續美國律師協會「商業公司示範法」之立法架構與編排方

式，詳細規範非營利法人外部與內部各項法律關係36。 

 

  

Uniform State Laws，簡稱NCCUSL）又於 1996 年制訂「統一非法人非營利社團

法」37，特別對於「非法人」、「非營利」的「社團」做「統一」性質之規範，因

為依據美國普通法，原本非營利之非法人社團，非獨立之法律主體，故需特別立

 
32 參考Hopkins, Burce, R(1998). The Law of Tax-Exempt Organiz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33 IRS為美國聯邦政府部門，專門負責徵稅、法律執行等業務，參考網站http://www.irs.gov/。 
34 蔡磊（2005），前引註 19，頁 115。 
35 周文珍，前引註 9。 
36 參見美國「統一非法人非營利社團法」的序言。金錦萍、葛雲松主編（2006），外國非營利組

織法譯匯，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頁 72。 
37 Uniform Unincorporated Nonprofit Association Act，簡稱UU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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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使其承擔責任與享受權利，故明確其法律地位。該法特別於第 1條定義所謂

之「非營利社團」，係指除信託外，由達成合意之二人或二人以上所組成之非以

營利為目標之非法人組織。但即使共有人以分營利目的共同使用財產、聯合租

賃、分別共有或共同共有租賃本身並不會當然設立非營利社團38。 

 

第二款 其他外國非營利組織之法規 

  加拿大之非營利組織，若依據工作內容之不同，可以分為六大類，包括非政

 英國之非營利組織，其法源係依據習慣法所設置，組織是否屬於非營利組織，

nd 

 日本將從事公益活動的組織分為二種，包括從事公益之法人以及慈善信託

，

                                                

 

  

府組織、志願協會、公共利益團體、特殊利益團體、倡議團體與私人團體。若依

據該國稅法之規定，非營利組織則可分為二類，一類為慈善團體，包括慈善機構

與慈善基金會，另一類則為其他非營利組織39。 

 

  

必須依據該組織所設置之宗旨而定。非營利組織在行政管理上，可區分為註冊登

記與未註冊登記二種，有登記之非營利組織類，可分為四類，包括慈善信託

(charitable trusts)、互助會社(friendly societies)、有擔保之有限公司

(limited companies by guarantee)、工商業公司所設立之組織(industrial a

provident societies)，並受英國慈善委員會與國稅局的管理。而未登記之非營

利組織類，一般屬於規模較小、短期目標、會員共同運作所有事務。二者在法律

之權利義務上，有登記的非營利組織類的董事或會員，受法律之保護，而未登記

的非營利組織類，則因為無法獨立以組織的名義擁有財產，故必須至於以某些會

員之個人身分擁有，因此，一旦破產時，該某些會員必須承擔所有債務40。 

 

  

(charitable trusts)。日本在民法上，將私法人分為公益法人與營利法人二種

公益法人又分成非營利社團與非營利財團二種，由官方之主管機關依據民法第

34 條所規定之公益法人之定義，認定其公益性質並加以監督管理。日本於二次

世界大戰後，增加許多特別之公益法人之立法，也包括在醫療上增加醫療法人之

設置與名稱，因此在民法基本規範之外，以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方式適用。比較

特殊者，在日本在 1950 年戰後修正醫療法，另增設一種準公益之醫療法人制度，

規定一定規模之一般民間醫療機構可以取得法人之資格，因此打破原有日本傳統

上醫療產業被認為公益事業之觀念，也破除過去醫院、診所等醫療機構不得成立

以營利為目的之公司組織，換句話說，修法後，某些民間醫療機構得以依法成立

營利組織41。 

 

 
38 金錦萍、葛雲松主編（2006），前引註 36，頁 75。 
39 蔡磊（2005），前引註 19，頁 117。 
40 蔡磊（2005），前引註 19，頁 116。 
41 蔡磊（2005），前引註 19，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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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之非營利組織發展，自改革開放之後才大幅急速成長，但目前並無

法律

合以上之探討，可知以上所探討之國，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日本、

以及

修正之醫療法第 5條在原本醫療法人僅指醫療財團法人之外，另於第 1項

之規

二項  台灣非營利組織之法規 

  我國目前對於非營利組織之法規，並未制定非營利組織之特別法，僅散見於

                                                

上對於非營利組織之定義，在學者間也未有共識42。依據中國民法通則之規

定，包括四類法人，企業法人、機關法人、事業單位法人、與社會團體法人，大

陸學者蔡磊則認為，「非營利組織是指在政府體系之外的、具有公共服務宗旨或

促進社會福利發展，不分配盈餘，享有免稅優待或享有減稅優惠的依法成立之組

織。43」該作者依據此定義，認為中國非營利組織有社會團體、基金會、民辦非

企業單位44、公益信託等四類45。 

 

綜

中國大陸在內，其非營利組織所適用之法規，因其歷史發展與法制不同而有

不同之分類與規定，我國對於醫療機構之理念與法規，與日本相近，亦因認為係

屬公益事業，而將醫療機構歸類於非營利事業，並於 2004 年 4 月 28 日修正公布

施行全部 123 條之規定，此次大翻修條文，係自 1986 年 11 月 24 日制定公佈全

文 91 條施行以來，所做最大幅度之修法，不僅所制定之條文數目遽增，而且將

原本具有公益事業之醫療產業，因為增加類似公司之醫療機構類型（醫療社團法

人）而注入營利性質之機構，因此偏離原本非營利性質之屬性。 

 

新

定增加醫療社團法人之規定，同條第 3項所謂「本法所稱醫療社團法人」，「係

指以從事醫療事業辦理醫療機構為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人。」

在同法第 3章第 3節「醫療社團法人」專節（自 42 條至第 55 條）中，更於第

49 條第 2項中規定：「醫療社團法人每一社員不問出資多寡，均有一表決權。但

得以章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例分配表決權。」又於第 3項中規定：「醫療社團

法人得於章程中明定，社員按其出資額，保有對法人之財產權利，並得將其持分

全部或部分轉讓於第三人。」此種類似股票之持分規定，雖然受到第 4款之規定：

「前項情形，擔任董事、監察人之社員將其持分轉讓於第三人時，應向中央主管

機關報備。其轉讓全部持分者，自動解任。」所限制，但本條已經創設出類似屬

於營利事業公司性質之規定。 

 

第

 

  

 
42 蔡磊（2005），前引註 19，頁 2。 
43 蔡磊（2005），前引註 19，頁 4。 
44 民辦非企業單位一詞，始於 1996 年公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社會團體和民

辦非企業單位管理工作的通知」（中共發展[1996]22 號）。在隨後西元 1998 年 10 月 25 日所頒布

「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理暫行條例」中明確其定義，係指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

力量、以及公民個人利用非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非營利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蔡磊

（2005），前引註 19，頁 124。 
45 蔡磊（2005），前引註 19，頁 11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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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不同法規，包括：民法總則、志願服務法、人民團體法、行政院各部會財團

設立許可及監督準則、稅捐法、公益勸募條例等46。 

 

    公益勸募條例於 2006 年 5 月 17 日公布，該條例於第二條明文定義「非營利

  依據我國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三款之規定：「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

  關於規範非營利組織之法源，目前規定於民法總則篇第二節法人，法人由法

                                                

團體」，係指非以營利為目的，從事該條例第八條公益事業，依法立案之民間團

體。該條例第八條規定：「勸募團體辦理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以下列用途為限：

一、社會福利事業。二、教育文化事業。三、社會慈善事業。四、援外或國際人

道救援。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事業。」 

 

  

或團體，符合行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

納所得稅。財政部進而依據本法之規定，另外制訂子法規「教育文化慈善機關或

團體免稅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教育、文化、公益、

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列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

售貨物或勞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一、合於民法總則公益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或依其他關係法令，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立案。二、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

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不以任何方式對捐贈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

變相盈餘分配。」若非營利組織符合以上的規定時，得依法免稅。 

 

  

律所創設，在自然人外，得為權利及義務主體之組織，因此，法人與各社員或財

產分離，自身為抽象的「單一體」，具有獨立的人格，可獨立為法律行為47。法

人成立須依據該法第 25 條：「法人非依本法或其他法律之規定，不得成立。」

且必須依據該法第 30 條：「法人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不得成立。」依此，依

據法人之組織內容而分，若以社員之集合為中心者，則稱為「社團」，若以獨立

財產為中心者稱為「財團」。法人依同法第二節第二款、第三款之規定，而分為

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前者有得因營利或非營利之不同而分二類。由於後者之財

產，需依據章程使用，並非為捐助人個人牟利，因此，與社團法人不同，任一財

團法人皆屬公益法人，而且縱使有營利行為，仍為公益法人，因為其係以公益事

業為其設立之目標，而且利潤所得不分配給其成員48。民法對於財團法人主管機

關之管理，採取「登記主管機關」與「許可及業務監督主管機關」二元主義，何

謂登記主管機關？依據民法總則施行法第 10 條第一項規定：「依民法總則規定

 
46 江明修、陳定銘（2006），台灣基金會的法制規範，收錄於蕭新煌、江明修、官有垣主編，基

金會在台灣：結構與類型，台北市：巨流圖書公司，頁 123-146。 
47 依據我國民法總則的規定，法人依據公私法之不同，而可分為「公法人」與「私法人」，前者

指涉有公權力的政府機關，後者包含營利與非營利機構或團體。 
48 財團法人，依我國民法的立法解釋：「因為特定與繼續之目的，所使用財產之集合而成立之法

人是也。」財團法人成立的要素，包括：(1)特定之目的；(2)一定之財產；(3)活動之機關；(4)

捐助章程之訂立。進而言之，即指財團法人，需有一定的捐助財產，依據捐助章程的規定，由活

動機關（董事），依特定目的，管理該特定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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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之登記，其主管機關為該法人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故須向法院登記，但

在此之前，該法第 59 條規定：「財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即指

財團法人所從事目的事業的中央及地方的行政機關，在獲得許可後，始得成立49。

財團法人有一般性財團法人，例如基金會，或具特殊性質的財團法人，例如依「私

立學校法」設立的私立學校、依「醫療法」設立的醫療機構、以及政府捐資成立

的財團法人，如海峽交流基金會、中華經濟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等，以及宗

教法人。 

 

    社團法人與上述所提到的財團法人最大不同之處，在於沒有「社員」。有社

 社團法人依民法規定，固然包括營利性社團法人，例如公司、商號等，但非

綜合以上所述，整理我國法人分類如下圖51（圖二）： 

                                                

員之法人組織就是「社團法人」，並藉由「社員總會」機制做為最高決策機關，

以主導法人之營運及監督50。 

 

  

營利性社團法人，又從其性質上，可以再分為「中間性社團法人」以及「公益社

團法人」。所謂公益社團法人：係指以社會上不特定多數人之利益為目的之社團，

如：農會、工會等。中間社團法人則為非以公益，又非以營利為目的之團體，如

同鄉會、同學會、宗親會。 

 

 

 

 
49 江明修、陳定銘（2006），前引註 46，頁 123-146。我國對於公司（營利法人）則採取準則主

義，而對於財團法人採取許可主義，其目的在於管理，以免濫設。依據「法院辦理社團法人登記

注意事項」第一條之規定，法院辦理之社團法人登記，亦以公益社團法人為限。該登記注意事項

第十四條並規定，如社團法人之章程內容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認為違反設立目的，不准登

記：(一)以法人收益之全部或一部歸屬於特定之私人或以營利為目的之團體者。(二)法人解散

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利為目的之團體者。(三) 允許社員或受益人之繼承人繼承

其權益者。(四) 其他顯然不以公益為目的者。 
50 「社團」與「社團法人」不同。若「社團」經過主管機關核准設立，而且已經向地方法院登記

註冊，才會成為「社團法人」，在取得法人登記證書後，可以據此向國稅局申請免稅資格，並開

立合法、可扣抵稅的捐贈收據。「社團」若怕麻煩或無對外募款的需要，雖然不能稱之為「社團

法人」，但仍可被歸類於非營利組織的範疇內。 
51 陳定銘（1998），我國非營利組織基金會之研究，收錄於江明修編著，非營利組織論叢：非營

利組織管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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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我國法人分類 

 

依據以上我國法人之分類，進而再將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間做比較，因此依

據區別標準而整理二者不同之處，如下表（表三）52所示： 

 

表三 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之比較 

區別標準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成立基礎 自然人 捐助財產 

成立目的 營利或公益、或混和 公益 

機關組成 分意思機關、執行機關 僅有執行機關 

設立人與法人間關係 社員有社員權 捐助人無任何權利 

組織彈性 具彈性 故固定性 

法人資格取得方式 以營利為目的者一特別

法人規定，採準則主

義。以公益為目的者，

採許可主義。 

許可主義 

                                                 
5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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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解散 經全體 2/3 以上同意可

解散 

捐助人無解散權 

 

人民團體法是我國目前最重要的非營利性社團法人之規範，該法並未以「公

益」做為非營利性社團法人之設立要件，而將人民團體分為職業團體、社會團體

及政治團體三大類。非營利性之社團法人，包括廣泛，計有學術文化、醫療衛生、

宗教、體育、社會服務、慈善事業、國際交流、經濟業務研究發展、宗親會、同

鄉會、同學校友會等不一而足53。 

 

第三項  台灣醫療法下之非營利醫療機構 

 

    我國執行醫療行為的機構稱為醫療機構，其法律規定即明訂於醫療法中，依

該法第一條前段的規定，明示其立法目的在於：「為促進醫療事業之健全發展，

合理分布醫療資源，提高醫療品質，保障病人權益，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也因此將醫療機構區分為醫院（有病房）、診所（沒有病房、但只有門診）、其

他醫療機構（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而辦理醫療業務）三種。醫療機構依性質

的不同，而可分為公立、私立、醫療財團法人、醫療社團法人、法人附設醫療機

構五種類型。 

 

   所謂「公立醫療機構」，依該法第三條規定，係指由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或公立學校所設立之醫療機構。所謂「私立醫療機構」，依該法第四條規定，

係指由醫師設立之醫療機構。所謂「醫療財團法人」，依該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係指以從事醫療事業辦理醫療機構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

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另所謂「醫療社團法人」，依該法第五條第

三項規定，係指以從事醫療事業辦理醫療機構為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

之社團法人。依該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醫療財團法人」與「醫療社團法人」

合稱為「醫療法人」。 

 

最後，所謂「法人附設醫療機構」，依該法第六條規定，係指下列醫療機

構： 

一、私立醫學院、校為學生臨床教學需要附設之醫院。 

二、公益法人依有關法律規定辦理醫療業務所設之醫療機構。 

三、其他依法律規定，應對其員工或成員提供醫療衛生服務或緊急醫療救 

    護之事業單位、學校或機構所附設之醫務室。 

 

                                                 
53 內政部在制訂「社會團體許可立案作業規定」時，將「公益」的概念加入社會團體的設立許可

中，此舉可能違反了人民團體法的規定，且有侵害人民集會結社自由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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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現行醫療法之規定，五種類型之醫療機構，因為新增設「醫療社團法

人」之類型，使偏向營利事業類似公司之屬性，注入以公益事業性質之醫療產業，

原本醫療體系應以公益為其使命，不過，近年來醫療體系在激烈競爭之環境下，

經常被民眾詬病以營利為生存之道，忽視病人應有之福祉，忘記醫療機構以濟世

救人之使命，其實，縱以營利為目的，但在以病人為中心（patient-centered）

照護之前提下，或者將醫療事業當作企業而強調社會企業責任，皆可以在殊途同

歸之下達成其組織之公益使命，其實也未嘗不可。但是當醫療事業中醫療機構已

經在法源上找到依據，有憑有據逐步轉型成營利事業時，第三部門中應該需要有

可以為病人發聲、倡議、為病人爭取與維護權益之非營利組織或團體，堅守組織 

使命，或者與公部門、營利部門合作，共同維護病人以至於一般民眾之身心健康。 

 

第四項  台灣精神衛生法下之非營利醫療機構 

 

    我國執行精神醫療行為的法律規定，明訂於精神衛生法中，依該法第一條之

規定，明示其立法目的在於：「為促進國民心理健康，預防及治療精神疾病，保

障病人權益，支持並協助病人於社區生活，特制定本法。」依該法第十六條第一

項規定：「各級政府按實際需要，得設立或獎勵民間設立下列精神照護機構，提

供相關照護服務：一、精神醫療機構：提供精神疾病急性及慢性醫療服務。二、

精神護理機構：提供慢性病人收容照護服務。三、心理治療所：提供病人臨床心

理服務。四、心理諮商所：提供病人諮商心理服務。五、精神復健機構：提供社

區精神復健相關服務。」因此依據該法，照護精神疾病病人之機構，不限於執行

精神醫療行為之精神醫療機構而已，還包括精神護理機構、心理治療所、心理諮

商所、精神復健機構等，共計五類機構類型。 

 

    由於該條第二項另規定：「精神復健機構之設置、管理及其有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因此，另訂有「精神復健機構設置及管理辦法」（2008

年 10 月 06 日修正）該條第一項規定，精神復健機構所服務之服務對象，為經專

科醫師診斷需精神復健之病人。依據該條第三條規定，此類機構分為日間型及住

宿型機構二種。 

 

   基於上述法規之探討，會所並非屬醫療機構，且亦非精神照護機構，故其設

置，僅得由非營利組織之地位予以設置，亦即依據人團法而成立，所以主管機關

非屬衛生署，而係屬內政部。但就其所照護之病人以及專業人士所從事者，皆屬

於精神醫療之業務範疇。因此，基於主管機關為社政體系之內政部、社會局，而

業務主管機關為衛政體系之衛生署、衛生局，因此，對於提供資源之來源，即可

包括此二體系，當然亦受到二體系之監督與管理。 

 

第五項   未來非營利組織法規制定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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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社會變遷快速，我國非營利組織快速且大量興起，在台灣目前醫療產業

之非營利組織設立之依據，一般是依據民法、人民團體法、醫療法、精神衛生法

等，多數採取許可制，而且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歧不統一，造成積極

或消極衝突。因此，為增進我國非營利組織之發展，不得不需要一部專法之制定，

以便統一非營利組織之管理因此，青輔會在參考國外立法例後，草擬「非營利組

織發展法」草案，並隨後於 2002 年 12 月修正公布，該草案共計 25 條，其草案

與本文相關管理之重點，簡要敘述如下： 

（一）明確定義非營利組織與目的的事業範疇，本法定位為非營利組織普通性及

原則性之一般適用法律。（第一條） 

（二）非營利組織之申請設立程序，由許可制改為登記制，除有違反法令，妨害

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外，主管機關應准予登記。（第三條） 

（三）尊重非營利組織自主功能，強化內部治理，明定組織章程應記載事項。（第

五條） 

（四）為避免非營利組織受家族或少數人操控，影響正常營運，明定理、監事相

互間一定親屬關係之限制，以及理監事職務不得互兼，且不得兼任各該非營利組

織職員。（第六條） 

（五）非營利組織之財產或財務收入，應以法人名義登記或專戶存儲，不得存放

或貸與個人或非經營收受存放業務之金融機構；並明定理、監事利益衝突應自行

迴避，以及辦理獎助或捐贈業務之處理原則與金額比率限制。（第八條、第九條） 

（六）明定非營利組織各項營運資料送請主管機關備查之程序，以及主動公開資

訊義務與公開方式（第十條） 

（七）明定依法設立登記之非營利組織應減免其稅捐，個人或企業捐輸非營利組

織，亦可減免稅捐。（第十一條） 

（八）非營利組織得從事符合設立目的之銷售貨物或勞務活動行為，但應建立獨

立財務紀錄，並不得有分配結餘之行為。（第十二條） 

（九）規範非營利組織對外募款行為，得依捐募相關法令規定，從事捐募活動，

未經設立登記或未完成設立登記之非營利組織，不得以其名義對外募款或為其他

法律行為。（第十四條）  

（十）明定非營利組織得選擇與其他非營利組織進行合併，以鼓勵社會資源整合

與運用。（第十五條）  

 

    該草案並在立法說明中，若草案一旦獲得通過，則應檢討廢止人民團體法。

目前，包括會所在內之非營利組織之法源，即將在未來因「非營利組織發展法」

草案之通過公布後，有很大之變動。 

 

    本草案之內容，對於一般非營利組織之統一現存零散不一致之標準非常有幫

助，其中對於募款等組織內部財務透明、資訊公開、外部監督等提供法源，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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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立法之目的，依該法草案第一條之規定，明白指出此立法目的即在於為非營

利組織制定一般適用法律，在普通性與原則性之前提下，並未深入去做分類，規

範各種不同類型非營利組織之運作，除非營利組織向社會大眾、企業募款之外，

對於各政府部門之補助不同類型之非營利組織，也許應該在參考外國立法例之分

類，建立我國分類之基準，如此可以統一政府公部門資源之整體運用，避免現在

資源分散、不統一之情況，各政府部門依據各自目標補助，可能造成資源過度或

不足，無論何者，皆影響整體資源之有效運用。 

 

第五節  非營利組織之經營管理 

 

第一項  台灣非營利組織之發展54 

 

    如同世界各國一樣，非營利組織之發展，必然隨著社會結構之變遷而發展，

以非營利組織發展之實務與研究理論完善之美國而言，自殖民時代開始，歷經四

階段之發展，包括：（一）民眾互助階段：自清教徒時期至二十世紀 1920 年代，

此階段因國家新建，政府與家庭無力完善照護個人，因此發展社區鄰居間之互

助。（二）慈善贊助階段：自 1920 年代至 1930 年代，在此階段，因社會財富集

中於少數之家族企業，此類家族企業以慈善方式回饋於員工與社會大眾，且將盈

餘贊助公益事業。（三）民眾權利階段：自 1940 年代至 1960 年代，在社會遭受

經濟大恐慌，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在蕭條後重新建設，人民權利意識崛

起，各種民間組織大量成立。（四）競爭市場階段：自 1960 年代至今，由於社

會民間組織大量成立，但由於社會資源相對減少，因此包括營利組織與非營利組

織間必須相互競爭，以爭取有限之資源。 

 

在台灣非營利組織之發展，也是類似美國發展之歷程，台灣自 1950 年代起，

歷經本土化、區域化而至國際化三階段。在第一階段 1950 至 1980 年代之期間，

非營利組織的特點在於移植性、無競爭性、與俱樂部形式，非營利組織不是從國

外引進，例如紅十字會等，就是如扶輪社、獅子會等以俱樂部形式引進國內，欠

缺競爭的環境。在 1980 年至 1990 年第二階段發展之期間，由於政治上解嚴，社

經結構發生重大之改變，在政府與企業無法解決社會新增問題與需求時，非營利

組織乃應運而生，依據 1993 年內政部統計處「各級人民團體調查報告」，當時

台灣基金會中約 2/3 至 3/4 強的比例，都是在此時期成立。自 1990 年代以後至

現在之第三階段，台灣非營利組織的發展走向國際化，針對環保、婦幼權益保障

等普世價值，參與國際救援與公益服務，其中以慈濟功德會最具代表性55。 

                                                 
54 王振軒（2005），前引註 20，頁 349-352。 
55 在台灣社會，所謂慈濟，其實包括二大部分，一是「佛教慈濟功德會」，另一是「佛教慈濟慈

善事業基金會」。前者以「科層組織」模式提供多種建設、服務、活動，亦即為其四大志業，包

括慈善志業、文化志業、教育志業、以及醫療志業。而後者以「志願組織」模式形成各地團體組

織。邱定彬，慈濟組織運作模式：歷史階段與模式類型的分析，收錄於官有垣編著（2000），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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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非營利組織與政府、營利組織之比較 

 

  參考學者Kramer（1987）56、江明修、以及外國學者Roger（1992）57之見解，

非營利組織與政府、營利組織間有許多不同之處，整理如下表（表四）： 

表四 非營利組織與政府、營利組織之比較表 

 政府部門 非營利部門 營利部門 

哲學基礎 公正 慈善 營利 

理論基礎 福利國理論（福利

國家） 

第三者政府理論58

（非營利化） 

公共選擇理論（市

場化 

參與方式 強制性 非強制性 非強制性 

代表性 全體國民 少數群體 所有者、管理者 

相互關係 平等 相關係 交易 

社會關係 法律 公平 自由 

服務基礎 權利 贈與 收費 

財務來源 稅捐 服務收入、捐款 顧客所付的費用 

決策機制 依法行政 領導者 所有者或管理者 

決策權力來源 立法機關（國會） 依據組織章程所

成立的董事會（財

團法人）或理事會

（社團法人） 

所有者或董事會 

負責對象 全體國民 支持者 所有者 

服務範圍 廣泛 有限 限於付費顧客 

組織規模 大型官僚結構 小型（彈性）官僚

結構 

功能結構 

管理目標 公共政策（權威

性） 

使命（分享共同利

益） 

利潤（混和私人利

益） 

盈餘分配 不追求盈餘，可分

配盈餘 

不追求盈餘，不可

分配盈餘 

追求盈餘，可分配

盈餘 

                                                                                                                                            
營利組織與社會福利：台灣本土的個案分析，頁 371-405。 
56 Kramer, R.M (1987), Voluntary Agencies and the Personal Social Services, in Walter 

W. Powell (ed.).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aearch Handbook,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243. 
57 Roger A.L. (1992) The Common: New Perspective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ary 

Action. San Francisco, CA: Jossy –Bass Publishers, p.60.轉引自陳定銘（1998），前引註

51。 
58 Salamon, L.M.提出「第三者政府理論」，係認為近代政府在公共服務輸送上，除透過代理人來

運作之外，還必須依賴許多非政府組織，包括醫院、銀行、學校等非營利組織，因為非營利組織

比政府更能瞭解社會需求，其服務具有彈性及創新，更能增進公共服務的競爭與多元。Salamon, 

L.M.（1987）, 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 The Scope and Theory of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Powell, W. W. (ed.) The 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轉引自陳定銘（1998），前引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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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不同外，在行銷方面，非營利機構與政府、企業間，還有以下之不同，

包括行銷之目的59，在於達成志願性(voluntary)之交易，一般適用於企業上常見

行銷 4P，係指產品(product)、價格(price)、推廣(promotion)、通路(place)

四項，不論是以生產或服務為期交易之內容。 

 

第三項 非營利組織之經營管理探討 

 

若探討當今非營利組織之優勢與劣勢60，概括整理如下，優勢包括：（一）有

草根基礎。（二）具田野發展經驗。（二）常以實務程序導向處理發展之計畫。

（四）具直接參與之經驗。（五）有長期關注與永續經營之理念。（六）效率高、

成本低。 

 

    另外，依據Herzlinger(1999) 之見解61，他認為非營利組織所面臨之挑戰可

以分為以下四大類：（一）成效不彰：未達成社會使命。（二）效率太低：投入資

源多，成效卻低。（三）公器私用：組織成員利用免稅之優惠來中飽私囊。（四）

太過冒險：經常忽略風險評估，容易陷入困境。因此他建議應該重視非營利組織

之法律規範與自律機制。 

 

     Brinckerhoff((2000)62曾提出使命導向之非營利組織應具有以下九項成功

之特徵：（一）可實現之使命。（二）企業化之董事會。（三）強有力且受過良好

教育之員工。（四）瞭解電子化與科技之能力。（五）社會企業家。（六）重視行

銷。（七）財務賦權(financial empowerment)。（八）具有組織未來發展方向之

願景。（九）一套嚴格之控管機制。 

 

第四項  經營管理策略之選擇 

非營利組織為實現使命，與營利組織相同，也面臨到競爭，競爭者可能來自

外在之政府組織與營利組織，也可能來自非營利組織內在之其他組織。因此其經

營策略可能再合縱連橫之下，與其他組織的關係，可能是採取單獨競爭或合作之

關係、或者是既競爭又合作之競合策略。 

 

                                                 
59 張譽騰、桂雅文、李港生、戚偉恆、鄭純宜、高映梅、鄭惠玲、周怡君、黃於峻、陳麗如等合

譯（2001），世紀曙光：非營利事業管理，臺北市：五觀藝術管理有限公司，頁 77-105。原著： 

Gelatt,J.P.（1992）, Manag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Oryx Press. 
60 王振軒（2005），前引註 20，頁 35-36。 
61 Herzlinger, R.E. et als.,(1999)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on Nonprofits.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轉引自江明修、陳定銘（2006），前引註 46，頁 123-146。 
62 江明修審定（2004），非營利標竿管理，台北：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原著Brinckerhoff, P. 

C.(2000), Mission-Based Management: Leading Your Not-For-Profit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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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利組織競爭之對象63，傳統上在於產品，目前發展到產品與服務之競爭，而

非營利組織競爭之對象，不限於服務之顧客，還包括資源、參與者（志工）之競

爭。顧客是否接受服務？專業人員與志工是否加入？能夠獲得政府補助款、潛在

之捐款人、捐助型基金會等，都可能會影響非營利組織在競爭後是否仍得以生存

之決定條件！ 

 

 組織在經營方面，必然將會遇到策略選擇，依據吳思華之著作「策略九說」
64，該書以九說三構面四個競技場作為其書之主要三個核心概念，由九說出發推

及至三構面，再以四個競技場作為結束，九說之核心理念主要是在探討企業做決

策時所依循策略之本質與思考邏輯之類型，三構面則是將九說所提之策略及思考

類型近一步探討企業做決策時之內容應該有哪些? 四個競技場則以動態關係去

建構企業競爭者間之關係。因此九說是該書三核心概念中之核心概念，依該書作

者之個人見解以探討取向之不同而將相關策略管理區分為四大學派，包括： 

(一)程序取向：最早出現之理論，重在策略規劃之程序，一般分成三階段，

先策略情境分析、再接著策略訂定、最後策略執行，常見之 SWOT 即是這種類型，

其缺點在於欠缺前後關聯性之連結。 

(二)構面取向：以營運範疇為核心，加入核心資源與事業網絡，建立三項決

策之構面，以協助使用者判斷哪些事情應該決定、可以決定、必須決定、如何決

定。 

(三)類型取向：將可能之方案歸納後作成各種策略類型，除常見之多角化策

略、垂直整合策略外，波特(Michael E. Porter) 之競爭策略(差異化、低成本、

集中化)皆屬於此種類型。 

(四)邏輯/本質取向：為建立環境條件與條件分析及策略決定間之邏輯關係，

所參考社會學與經濟學而建立之策略類型。 

 

依據吳思華之見解，經營策略共有九種類型，但在此若將其簡化，其實只有

二種基本不同之思維，亦即由外向組織內考慮或是由內向組織外考慮而已65。若

採取由外向組織內考慮之策略方向，即是以配合外在環境的趨勢變化為依歸，調

整適時、適當地調整組織內在的營運範疇。反過來，若採取由內向組織外考慮之

策略方向，即是以組織自身之經營條件為主，持續建構其各項能力，尤其是核心

能力，以對抗外在環境之變化。九說中之類型說，尤其是波特(Michael E. Porter) 

之競爭策略可以是代表，而九說中之資源說，可以是後者之代表。可兼顧二者，

SWOT所代表之程序取向見解，儘管有欠缺前後關聯性連結之批評，但仍然可以協

助觀察包括組織內外整體之平衡，仍不失為一個用來檢視前二者策略之好策略。

     

 

                                                 
63 司徒達賢（2005），前引註 28，頁 86。 
64 吳思華（2000），前引註 31，頁 126。 
65 吳思華（2000），前引註 31，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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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非營利組織之資源管理 

  關於非營利組織之資源管理（resource management），首先必須探討迷思

）

一項  資源之定義與範圍 

  資源（resource），依據韋氏辭典之解釋，為供給、支持與幫助之來源，或

江明修彙整許多學者之見解67，將社區資源包括有形、無形之資源，而最後

歸納

於營利組織或非營利組織較政府組織結構更具彈性、多元發展且具創新

性，

達有效社區的資源連結與交換，有學者提出以下七項重點需注意
68
：（一）

針對

                                                

 

  

(myth)問題，非營利組織之迷思，為建議非營利組織採取「利他」（altruistic

之動機，這種利他取向之價值基礎，一直被認為是非營利組織獨特之價值，藉此

與政府或營利組織區別，但這種迷思，反而模糊本身存續之基礎，若無存在，即

無法實現其使命，因此，在存在之前提下，必然先以自身利益為優先考量，因此

面對競爭者爭取資源時，除非無法結盟合作，仍然必先以爭取自身資源為主66，

以下探討如何管理其資源。 

 

第

 

  

是任何可以被使用來協助解決需求之現有服務或商品。 

 

成五大類：（一）人力類：包括專家學者、社區民眾、公立或私人性質之組

織。（二）物力：包括硬體、場地、器材等。（三）財力：經費等。（四）知識：

包括資訊、智能等。（五）人文精神：社區意識、責任感、榮譽感等。 

 

由

可適時填補政府公共服務不足之處，因此自 1960 年代開始，就開始重視政

府與民間組織間合作與資源交換，以達到組織間共同目標。 

 

為

公私部門的不同屬性與資源，如何設計有效資源交換系統。（二）如何避免

連結網絡中資源重疊。（三）組織間複雜性、動態性與多樣性，影響形成服務網

絡之可能性。（四）觀念溝通與經驗分享，對於創造、瞭解共同目標與可能資源

之開拓。（五）民間組織之組織結構之彈性，有助於資源交換之多樣化與規劃。（六）

民間組織參與伙伴關係，有助於社區各項發展。（七）抽象之經驗與理念分享，

比有形資源交換更具重要。 

 

 
66 江明修審定（2003），非政府組織，台北：智勝文化，頁 31。原著：Hudock, A.C.(1999), NGOs 

and Civil Society: Democracy by Proxy? London: Polity Press. 
67 江明修主編（2003），志工管理，台北市：智勝出版，頁 109。 
68 劉麗雯（2000），政府與社會福利組織在防災救援系統的伙伴關係：以美國地震災害防護為例，

東海社會科學學報，第 19期，頁 209-228。李宗勳、鄭錫鍇（2001），知識經濟時代的新治理模

式：歐陸新治理觀點，立法院院聞，第 29 卷，第 11 期，頁 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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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非營利組織可能之資源，整理組織資產表（表五）如下69： 

表五 組織資產表 

組織本身： 

完善管理 

明確使命 

重要方案與服

務 

領導者風格： 

授權 

具責任感 

具活動力 

消息靈通 

公眾形象： 

好名聲 

好公關 

與媒體關係 

社群貢獻 

組織願景與發

展： 

切合使命 

訴諸書面 

名人推薦 

個案概狀： 

使命支持 

清楚資金來源 

服務對象： 

誰有興趣 

相關關係 

誰有資源 

相關人事 

志工： 

承諾 

訓練 

募款資源： 

專業職工 

充足預算 

電腦化 

支持性組織文

化： 

執行長及董事

會 

清楚流程 

注意事項： 

正確姓名 

正確紀錄 

適時感謝捐款

款者管理 

 

當政府威權逐漸下降，民間組織自主能力逐漸抬頭之際，政府與民間形成資

源相互依賴的網絡。 

     

第二項 政府與民間資源交換網絡 

 

    政府對於非營利組織之功能，依據劉麗雯之見解70，共計三大部分，包括：（一）

財務之提供者：先由政府規劃與提供資源，再由非營利組織進行輸送服務，一般

而言政府提供資源補助，比一般私人募集經費，比較穩定。（二）政策資訊之提

供者：借著與政府合作之機會，同時瞭解政府決策之整體架構，在交換彼此之經

驗與資訊時，影響政府預算之編列與預算分配，從而增加獲得隨後補助之依據。

（三）聲譽及合法性基礎之強化者：藉由與政府合作而強化服務案主心中對其聲

譽及合法性之地位。 

 

    政府並以以下三類之政策工具指導非營利組織71，包括：（一）法令類

（legal）：此類政策工具具有強制之性質，例如禁令、政府基金會、監督管制等。

（二）經濟類（economic）：此類政策工具具有經濟上誘因之性質，例如契約委

託、稅捐減免、補助等。（三）資訊類（informative）：此類政策工具具有學習

之性質，例如資訊公開、教育訓練、公民參與等。 

                                                 
69 林雅莉（1998），非營利組織募款策略，收錄於江明修編著，非營利組織論叢：非營利組織管

理之道。轉引自Greenfield, J. M.(ed.)(1997), The Nonprofit Handbook: Fund Raising, N.Y.: 

John Wiley & Sons, Inc. 
70 劉麗雯著（2006），前引註 7，頁 104-105，台北：雙葉書廊有限公司。 
71 孫煒，台灣第三部門與政府互動的政策分析：新治理的觀點，收錄於邱昌泰（2008），非營利

部門研究：治理、部門互動與社會創新，頁 175，台北：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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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非營利組織有以下優勢：利他性、效率、彈性、民主、多元化等。非營

利組織有以下劣勢：唯物、功利、分裂而不完整、欠缺制度規章等。所以可與藉

由與政府合作以交換資源，而達成使命72。 

 

政府與非營利組織間協調合作之議題73，比較具有爭議之幾個議題，包括：

（一）經費贊助與組織責信：其中包括財源不穩定、自主性、責信性、以及官僚

化等四項問題。（二）組織分工：就一般分工而言，政府服務一般性的公共服務，

而針對於特定民眾之特殊需求，多由非營利組織來提供服務，但分工後非營利組

織走向更專業服務而可能偏離原有志工主義下之使命。（三）決策訂定結構：在

政府強調責信時，非營利組織強調自主性，因此需要二者協調決策機制。 

 

非營利機構與政府、企業間合作會遇到之困難，依據伊甸基金會之經驗74，

包括研究設計：（一）非營利機構與政府間合作會遇到之困難：若是接受政府委

託，難免喪失自主性、轉變其原有之特色，或形成不對稱之關係，使政府得利。 

（二）非營利機構與企業間合作會遇到之困難：企業藉由非營利公益之性質欺騙

大眾，包裝、掩飾其營利之目的。（三）非營利機構間合作會遇到之困難：可能

文化組織不同、互信不足，容易發生衝突。 

 

第三項  資源依賴 

 

    關於組織對於資源，依據資源依賴（resource dependence）之觀點，需考

慮資源獲得與使用二部分。不論資源之獲得或使用，在任何組織沒有可能完全可

以獨立自給自主之前提下，任何組織皆必須與環境中其他組織互動，以獲得並使

用其組織存續所必要之資源。在面對組織間依賴問題時，依賴程度會隨著該資源

對組織之重要性、裁量該資源層級之高低、獲取該資源之替代性三者來決定75。

依據資源依賴觀點中所謂之「彼此依賴」（inter-dependence），若以權力是否對

等而予以區分，其實包括二種不同之類型76：（一）權力不對等（power 

imbalance）：受制於權力大者，依賴他人者則權力較小。（二）相互依賴（mutual 

dependence）：權力相等，相互依賴。非營利組織之財源主要依賴政府補助，其

                                                 
72 劉麗雯著（2006），前引註 7非營利組織：協調合作的社會福利服務，頁 111，台北：雙葉書

廊有限公司。 
73 劉麗雯著（2006），前引註 7，頁 112-116。 
74 陳俊良、張雅淑，「 非營利組織的經營管理：以伊甸基金會為例」，聯合報、救國團主辦，非

營利組織之發展與運作研討會，臺北市劍潭海外青年活動中心，2001 年 3 月 25 日，頁 60-63。 
75 Pfeffer, J., & Salancik, G.R.(2003),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轉引自周錦宏（2008），

社區組織與政府互動：資源依賴的觀點，收錄於江明修主編，第三部門與政府：跨部門的治理，

頁 303，台北：智勝。 
76 周錦宏（2008），同前註，頁 304，台北：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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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服務之收取與其他捐助，若接受補助越多，其自主性也可能越受到政府控

制，也因此可能喪失非營利組織所既定之使命。 

 

為因應此種資源依賴性問題，組織相對管控之策略，即依賴管理（resource 

management），包括：（一）改變組織在環境中所受到之限制。（二）採取合併、

多元、或成長方式來改變依賴。（三）採取互為董事、共同經營、或是其他聯盟

方式適應環境。（四）採取政治行動方式催生環境之正當化及合法化77。 

 

換言之，依賴管理之主要因應方式，除順服提供重要資源提供者要求外，還

包括獲取其他替代資源以減少重要資源提供者之控制等。 

 

第四項  資源基礎理論 

  

   資源基礎理論之發展，主要是修正自西元 1980 年代以來深受波特所估之產業

競爭分析模式，包括「五力分析」、「鑽石模式」、「價值鍊」等見解，強調企業外

部競爭環境分析，轉而改往注重企業內部資源之取得，並以此發展獨特

(distinctive/unique)能力，並進而取得持續、長久之競爭優勢，此學說可以解

決為何各公司有所不同、而又因此產生不同結果？此學說雖源自於西元 1957 年

Selznic所提出獨特能力之見解78，隨後並由Penrose於西元 1959 年以經濟學之角

度架構其基礎理論79，並提出企業必須要有優勢之資源之外，還需要發揮其獨特

之能力，以獲取其利潤80。其後經濟學者及管理理論大師Wernerfelt於西元 198

年發表「企業之資源基礎論」

4

                                                

81，提出見解，「資源基礎理論」（Resource-Based 

View，簡稱RBV）之基本思想，係將企業看成是各種資源之集合體，由於各種不

同之原因，企業擁有之資源各不相同，具有「異質性」(heterogeneity)，這種

異質性決定了企業競爭力之差異。隨後Prahalad與Hamel二位學者提出核心能耐

(core competence)之觀點82。進一步深化資源基礎理論。 

 

   具體而言，資源基礎觀點主要有以下三大内容83：(一)企業競爭優勢來自於獨

 
77 江明修審定（2003），非政府組織，台北：智勝文化，頁 35。原著：Hudock, A. C. (1999), NGOs 

and Civil Society: Democracy by Proxy? London: Polity Press. 
78 Selznic, P (1957), 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Row, Petreson and 
Company, New York: Free Press. 
79 Penrose, E.T.(1959), The Theory of theGrowth of the Firm, New York: John Wiley. 
80 吳佩勳、利尚仁、劉忠賢（2004），「以資源基礎理論觀點分析通路品牌與競爭策略經營：突

破八國聯軍的本土量販霸主—大潤發」，2004 科技整合研討會，頁 613。 
81 Wernerfelt,B.(1984), A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5, No.2, pp.171-180. 
82 Prahalad, C.K. & Hamel, G.(1990),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June, pp.277-299. 
83 MBA智庫百科

http://wiki.mbalib.com/wiki/%E8%B5%84%E6%BA%90%E5%9F%BA%E7%A1%80%E7%90%86%E8%A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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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distinctive/unique)、異質性之資源。(二)競爭優勢之持續性來自於資源之

不可模仿性。(三)持續獲取與管理特殊之資源。 

 

   資源基礎理論認為，各種資源具有多種用途，企業之經營決策就是指定各種

資源特定之用途，若決策一旦實施後就無法還原。因此，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企

業基於先前資源配置基礎，在進行決策後而擁有資源儲備，但需要注意者，此種

資源儲備有時會適得其反，結果反而可能會限制並影響企業隨後之之決策，導致

降低企業在策略應用上之靈活性。 

 

   資源基礎理論認為企業在資源方面之差異，是企業獲利能力不同之主要原

因，也是擁有優勢資源之企業能夠獲取經濟租金之原因。作為競爭優勢來源之資

源，至少應該具備以下之條件：（1）價值性（value）。（2）稀少性(rareness)。

（3）不可完全模仿性(imperfect imitability)。（4）不可替代性

（insubstituability）84。其實簡單而言，企業獨特資源為具有不可取代之獨特

價值，且若以低於價值之價格而使取得成本相較為低時，則更具有難以取代之競

爭優勢。 

 

   企業競爭優勢根源於企業之獨特資源，這種獨特資源能夠給企業帶來經濟租

金85。在經濟利益之驅動下，沒有獲得經濟租金（economic rent）之企業肯定會

模仿優勢企業，其結果則是企業趨向相同，租金消散。因此，企業競爭優勢及經

濟租金之存在說明優勢企業之獨特資源肯定能被其他企業模仿。 

 

   企業之決策，經常會無法避免地面臨著許多不確定之狀況，資源基礎理論其

實無法給企業提供一套具體獲取特殊資源之操作方法，但企業可從組織學習、知

識管理、資源網絡之連結等方法來獲取並發展企業獨特之優勢資源。 

 

    基於上述探討，固然依據資源基礎理論，企業優勢之競爭力來自於獨特、異

質性之資源，但為取得此類資源，且獲得持續之競爭優勢，則需要借重建立企業

間「合作」關係以取代企業間單純「競爭」之方式獲得86。 

     

第七節  現代非營利組織經營管理模式之建立 

 

經由本章各節對於非營利組織之文獻回顧，回顧內容從其定義、分類、使命

                                                                                                                                            
最後瀏覽日 2010 年 6月 20 日。 
84 李佳純（2001），「以資源基礎理論探討持久競爭優勢形成之因素--以「ePaper電子報聯盟」

為例，傳播與管理研究，1卷 1期，頁 93-120。 
85 經濟租金等於要素收入減去機會成本。經濟租金可以因為創新或壟斷產生利潤而來，此有利

於社會之經濟發展。 
86 李佳純（2001），前引註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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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策略、國內外法規比較與未來立法趨勢、發展演進、經營管理理論、資源管理

理論等，期待能從回顧文獻中，整理並建立出一套適用於現代非營利組織經營管

理模式之原則，綜合以上文獻回顧，並以資源管理做為核心議題之探討，可以發

現，作為第三部門之非營利組織，位於營利私人企業與政府公部門二者間，代表

著以公益為其使命之非政府、非企業之組織，其之所已存在，係為補足營利企業

與政府公部門提供公益服務之不足，也因此，不論在台灣或在國外，近數十年來

皆蓬勃發展，而且可能如同美國一般，成為一國最大之雇主。但如此，是否即表

示不需要任何經營管理之策略，可因其慈善、公益之使命，即可永續存在？就資

源之角度而言，種種不同之資源，可依據不同標準作分類，例如依據是否具有形

體而可分為有形資源、無形資源，也可依據其性質而分為人力、物力、財力、之

事、人文等五類，不論資源如何分類，資源必然不是源源不絕，必定有其耗竭不

足之限制，也因此，任何組織，不論營利或非營利、不論政府部門或非政府部門，

都必須做好資源管理，以達成其經營管理之目的「使命」。 

 

組織之存在，必然有其目的，為達成其目的，必然需要一套可達成目的之操

作方法，該目的，即是「使命」，該方法即是「策略」，也因此，抽象、原則、普

遍之使命，必然需要以具體之策略作為實現使命之手段。對於以公益為使命之非

營利組織，其使命之存在與適當性，更較營利企業與政府公部門重要，營利企業

可以只為營利而存在，政府可以不管營利、不為效率而可以存在，但非營利組織

卻需要效率、效果，否則難以存在來實現其使命。 

 

非營利組織是否有效經營？是否達成其使命？其內部財物、資訊是否公開透

明，不僅需要有效管理，而且也需要法源，以爭取社會大眾之信任。目前對於非

營利組織之法源，並無特別法之制定，僅有「非營利組織發展法」草案，並採取

普遍、原則之立法方式，對於不同種類之非營利組織，散見在不同法規，而在醫

療體系、精神醫療體系中，皆是以規範醫療機構等提供醫療相關服務組織或機構

做為對象，若是與醫療機構核心之醫療行為無關之非營利組織，雖然提供醫療相

關服務，但不涉及醫療行為，不指稱病人時，該類醫療之非營利組織，在定位上

極可能會有問題，也因此可能造成資源取得困難之結果，尤其是政府部門。 

 

由病人所組織而成之會所，並非醫療法與精神衛生法所適用之對象，但一般

而言，會所以促進精神障礙者權益為其使命，故仍不失為非營利組織，雖然如此，

會所以人民團體法成立，從事保障、促進精神障礙者權益之各項相關活動，並不

直接提供相關醫療行為服務之活動，例如診斷、治療、護理等服務，而以獨立工

作、獨立生活作為活動之目標，因此，由衛政體系而言，僅屬於醫療體系邊緣之

非營利組織，另由社政體系而言，雖然屬於主管機關所監督管理之對象，但會所

所從事之對象，卻又是衛政體系所照護之對象，由此，衛政體系與社政體系，可

能會因為會所在適用範圍上有重疊關係，因而可能資源重疊而重複、過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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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因為另有一政府單位負責而減少、甚至不提供資源，以致於會所可能處於

資源不足之窘境。 

 

會所所獲得政府之資源過度時，固然就個別會所而言，並非問題，但在資源

有限之情況下，對於其他也需要資源之非營利組織，即顯得不足，若會所獲得政

府之資源減少或欠缺時，即無法在資源充足下達成其使命，因此致使保障、維護

精神障礙者權益之公共利益，受到極大之影響，如此，對於社會公義，恐有減損

之虞。 

由於會所無法獨立於社會而存在，或需要其他包括政府、非營利組織、營利

組織等資源挹注或交換資源，不論如何，資源皆是會所得以生存、乃至於永續經

營之關鍵因素。 

 

資源作為非營利組織生存之重要關鍵因素，依據資源依賴理論而言，任何組

織必然需要資源，以交換、或是其他策略獲得必要之資源。而再依據資源基礎理

論而言，組織獲得資源，可以增強競爭力，具有競爭優勢。因此組織若需永續經

營，對組織外部而言，必然需要獲得必要之資源，對於組織內部而言，也必須將

所獲得之各種資源，轉化成為競爭優勢，因此對於外部獲取必要之資源與對於內

部轉化為競爭優勢，皆必須做好資源管理，將資源作最大效能之使用。雖然依據

吳思華之見解，策略有九說之別，策略說代表著建構內部各項能力，尤其是核心

能耐，以對抗外在多變、不確定之環境，然而，一旦增強核心能耐，也同時增強

組織競爭優勢，對於組織外部競爭更具競爭力，因此，即使採取以組織內部為重

點之資源說，亦不是忽視組織外部之競爭力，因此採取資源說（資源管理）作為

管理經營策略之觀點，也只是策略之不同，但對於使命之達成，其實採取策略九

說中任何一說，對於結果而言，並無差異，不同僅在所選擇使用之策略之不同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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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不採量性研究，而是採取質性研究，並以文獻回顧與深度訪談

(in-depth interview)作為分析資料之基礎。由此而分析出個案組織內外之資

源，並連結內外資源，尤其是與政府間之資源連結，以加強其核心能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係由政府失靈、市場失靈後，在非營利組織興起，去填補二

部門對於精神障礙者這類弱勢族群照護之不足，並藉由政府（衛生署、內政部、

衛生局、社會局等）在政策上、營利企業在社會責任（公益行銷等）上提供資源

挹注，以致於成立可以提供精神病友之自助團體，同時為精神障礙者之權益作維

護與提升，然而此類自助團體雖然有崇高之理想、具有公益之使命，但面臨外部

競爭之環境，若無獲得競爭優勢之資源與適當之經營管理策略時，亦無法永續經

營、實現其使命。 

 

    因此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去探討康復之友聯盟所成立之會所，為何會在

資源挹注終止後，必須結束營運，而其他仍在持續營運之會所，其持續營運之原

因何在？在確認會所之特徵與必要之屬性後，再探討關鍵失敗因素與關鍵成功因

素，最後在比較分析下，做出經營管理之結論與建議，本論文之研究架構，整理

如下圖（圖三）： 

 

圖三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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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資源 

管理 

非政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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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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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資源 

管理 

關鍵成功因素與關鍵失敗因素之分析 

個案研究之檢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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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利組

織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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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採取漏斗式之研究過程，從非營利組織之探討，進入健康、醫療產業

之探討，再進入精神醫療產業之探討，最後進入精神復健之病友團體之探討，並

以病友團體作為個案研究來探討其經營管理，並以其資源管理作為本論文研究、

探討之核心議題。 

 

     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如下圖（圖四）所示： 

 

非營利組織  

           醫療與精神醫療產業 

                病友團體 

                 會所 

 

圖四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任何研究，不論是量性或者是質性研究，皆必然涉及兩項內容，一是研究議

題之具體內涵，涉及「什麼」(what)。另一是研究方法，即是如何進行研究以達

成研究目的，涉及「如何」（how)87。 

 

對於「什麼」，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研究會所之經營管理。一般而言，質

性研究在本質上具有詮釋之性質，因為研究者所感興趣而從事研究之議題，經常

是針對日常生活互動中顯現複雜之事件，因此也與進入實驗室中所從事之研究大

不相同。也由於所研究之事件具有複雜性，因此也經常以混和多種方式進行研

                                                 
87 李政賢譯（2006），質性研究：設計與計畫撰寫，台北市：五南，頁 2-3。原著：Marshall,C & 

Rossman, G.B.(1999), Desigh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3ed., Sage Publication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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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由於研究者參與互動，因此，研究者本身之反思與在研究進行當中之地位與

角色，也具有不可忽視之重要性影響。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對於「如何」蒐集資料之方法，可以區分為「主要方

法」與「次要方法」二種層次。主要方法包括有四種：（一）參與(participation)。

（二）直接觀察(observation)。（三）深度訪談(in-depth interviewing)。（四）

文獻回顧(review of documents)。次要方法則包括生命史與敘事研究（life 

histories & narrative inquiry）、歷史分析(historical analysis)、影片錄

影與照片(film, video & photograph)、體態學（kinesics）、空間關係學

(proxemics)、非介入方法(unobstrusive)、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 & 

survey)、投射技術與心理衡鑑(projective techneques & psychological 

testing)等88。 

 

   關於主要方法中之訪談，其實訪談與一般談話(conversation)大不相同，因

為是具有特定目的(purpose)，因此具有結構性與組織性。訪談可以再區分為數

種類，若訪談之對象為公認具有影響力之意見領袖時，則為「菁英訪談」。若聚

集具有與研究議題相關之 4至 12 人一起訪談，則為「焦點團體」。其他種類之訪

談，還包括兒童訪談、現象學訪談等。深度訪談之優點，包括：促進與參與者面

對面之互動、增進發覺參與者之觀點、在自然情境下蒐集資料、有助於即時澄清、

有益於描述複雜之互動、協助發覺文化之細微特點、提供擬定假說所需之彈性、

提供脈絡訊息、協助分析檢驗與三角交叉對照等，但其缺點另包括：依賴研究者

特殊訓練、誠實、準備與能力、有賴於少數關鍵人員之合作與真誠、多倫理難題、

難以複製、可能因文化差異而有不同之詮釋等89。 

 

    訪談法依據結構程度之高低，可以再細分為「非結構式」、「半結構式」、「結

構式」三種。非結構式類似於一般性談話以取得資料，半結構式訪談則是以事前

設計之訪談大綱進行訪談。至於結構式訪談，則是以分類、排序等方式進行90。 

 

本研究因為涉及不同機構之比較，因此不採取焦點團體，而採取個別之深度

訪談，並且採取半結構式方法進行資料蒐集。 

 

簡而言之，質性研究，即是指不經由統計等量化方法而產生結果之研究方法。

質化研究包括三部分，：（一）資料：經由訪問或觀察等蒐集方法而來。（二）分

析或解釋程序：將資料轉化成概念之技術或過程，包括「譯碼」(coding)。（三 ）

                                                 
88 同前註。 
89 同前註。 
90 胡幼慧主編（1996），質性研究：理論、方法及本土女性研究實例 1，台北市：巨流圖書，頁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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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包括口頭報告或是文章91。在資料蒐集上，包括專業性之程度而分為技術

性文獻(technical literature)、非技術性文獻(non-technical literature)

二種，前者係指符合專業與學術領域方式之研究報告、理論、與哲學性之文章。

而後者，在前者之外，包括作為原始資料或補充訪問及田野調查之傳記、日記、

官書、手稿、紀錄、報告、日誌等資料。雖然後者在量性研究中不被視為資料，

但在質性研究中，也可以作為研究資料之用，本研究之資料當然也包括此類資料
92。 

 

    本研究所研究之對象，係以近年來在台灣所成立之會所共計五家作為研究之

對象，包括：（一）康復之友聯盟所設置之台北會所與高雄會所。（二）台北縣慈

芳關懷中心。（三）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附設台北市私立活泉之家。（四）新竹市

心築關懷中心。但由於台北會所與高雄會所皆由康復之友聯盟所設置，只是地點

不同，皆由康復之友聯盟所經營管理，因此合併探討。 

 

    本研究採取個別會所實際負責經營管理之人進行深度訪談，並以半結構式方

法進行資料蒐集，時間長短與訪問次數，依據所要研究之主題與內容是否達到所

需要之程度而定，因此不限於一次深度訪談，也不限制每次深度訪談之時間。訪

談大綱如附件（一）。 

 

第四節  研究限制 

 

研究上可以分量性及質性研究二種，量性研究之基礎源自實證(positivism)

哲學，實證哲學之目的，係祈求建立知識之客觀性，並認為儘管每個個人所受教

育不同，但檢驗感覺經驗之原則，卻無差異，因此，所謂事實，係每個人經由觀

察或經驗加以認識之客觀環境與外在事物93
。法國哲學家孔德（A.Comte）位於工

業革命興起、注重理性與科學精神之時代潮流下，開啟實證哲學，實證哲學由自

然科學轉而運用於社會科學領域，在基於其認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並無差

異下，當然仍然認為，可以如同自然科學般，以客觀、中立、不涉及價值判斷或

規範議題，去研究人之行為以及社會生活，在假設、測試假設後，並將研究成果

歸納成定理或理論94。 

 

但事實上，質性研究與量性研究並非相同，基本上主要有以下之差異，整理

                                                 
91 徐宗國譯（1997），質性研究概論，台北市：巨流圖書，頁 19、22。原著：Strauss, A.& Corbin, 

J.(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92 同前註，頁 53-62。 
93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E%9E%E8%AF%81%E4%B8%BB%E4%B9%89，最後

上網日：2010 年 4 月 18 日。 
94 胡幼慧主編（1996），前引註 90，頁 1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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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表六）95： 

表六 質性研究與量性研究之比較表 

  質性研究 量性研究 

目的 解釋性理解、尋求複雜性 證實普遍性、預測 

立場 由社會文化建構、關係密切 無關情境、關係分離 

內容 事件、過程、意義、整體 事實、原因、影響、變量 

角度 微觀、主觀且與個案緊密接觸 宏觀、客觀分開觀察與正確測

量 

問題 事前確定、要回答「為什麼」(why)過程中確定、要回答「什麼」

(what) 

設計 彈性、同感性並將研究者之解釋與

個案及其他觀察者相配合 

結構性、控制性並以實驗支持

或從理論演藝來否證假設 

方式 描述分析、語言、圖像 數字、計算、統計分析 

效度 相關關係、證偽、可信性、嚴謹 固定檢測、證實 

信度 無法重複 可以重複 

理論 解釋性，提供個人意義知本指社會

脈絡之洞見 

規範性，一般之命提解釋變項

間之因果關係 

觀點 由下而上、表達內部人觀點 表達局外人觀點破除迷思 

 

由於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雖然早在 100 年前就已經在人類學與社會學領域

中使用，但質性研究直到 1970 年代才正式取得其特定之概念，並歷經五期、三

種典範之發展96，逐步發展而與量性研究而有所區別，使原有不特別屬於某特定

學科、僅以代表以人為研究對象之實地研究，轉變成為指稱涉及多種具有一定特

性之研究方法，並廣為人類學與社會學領域以外之其他學科所使用，包括護理、

健康、復健、管理、社會工作等
97。 

                                                 
95 黃光雄等譯（2001），質性教育研究：理論與方法，頁 57-59，嘉義市：濤石文化。陳向明著，

社會科學質的研究（2002），台北市：五南，頁 14。可參見胡幼慧主編（1996），前引註 90，頁

276-277。 
96 依據德國現代社會學家及哲學家Haberma, J教授在 1968 年所提出三種典範之見解，第一種研

究典範，為「階梯式」，依據一定如階梯般之步驟，循序漸進，達成研究目標，一般為量性研究、

實證主義之研究方法，醫學亦採取此類，尤其是實證醫學。第二種為「循環式」，屬於質性研究，

研究並非一如階梯，而是循環結構，由經驗出發再回歸至經驗，歷經設計、發現、詮釋/分析、

行程理論解釋，並且認為之事必須建立於脈絡 (context) 之中，否定有絕對真理。第三種為「批

判式」，建立於對於前二種典範批判而產生，並藉由歷史檢視，已去除「虛假意識」(false 

consciousness)，發現「真意識」(true consciousness)。至於質性研究發展之期間，可分為五

期：（一）1900-1950 間：傳統期。（二）1950-1970 間：黃金期。（三）1970-1986 間：領域模糊

期。（四）1986-1990 間：危機期。（五）1990 至今：後現代期。可參見胡幼慧主編（1996），前

引註 90，頁 12-15。 
97 管理與消費領域，其研究範疇重在實踐與過程，其研究之學術傳統，主要是應用於組織與市場

之研究，其理論依據來自Kurt Lewin之行動科學與Chris Argyris之實踐主義研究典範(praxis 

research paradigm)。可參見胡幼慧主編（1996），前引註 90，頁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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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由於重在個案研究，以病友團體作為研究對象，且重在其對於組織資

源管理與管理實務上發展歷程之演變，因此，不採取量性研究方法，而採以質性

研究方法比較適當。 

 

但質性研究之特點，主要有以下幾點：（一）場所：以自然之研究場所作為研

究資料來源。（二）研究者：關鍵工具，需要訓練及反省。（三）方式：不用數字

或統計分析，而是以文字或圖畫等描述方式呈現研究。（四）過程：關注過程，

而非結果。（五）意義：透過參與，來建構研究之意義。（六）邏輯：採用歸納邏

輯來進行研究，而非演繹邏輯。但也因此無法避免其缺點，包括樣本較小、立意

取樣、樣本非代表性、可能受研究者本身之影響等。 

 

本研究所採取近年來在台灣所成立之會所共計五家，其中又由於台北會所與

高雄會所皆由康復之友聯盟所設置而合併探討，因此實際上僅僅有四家會所之經

營模式可做研究比較之用，因此，雖然本研究具有質性研究優點之時，同時也具

有其缺點，包括前述所提到之樣本較小、立意取樣、樣本非代表性、可能受研究

者本身之影響等。為了確認最重要會所資源提供者，即行政院衛生署醫事處，所

提供之各項資源，以及確認受訪會所實際所獲得資源是否相符，以便校正補助經

費及各項目等，因此也深度訪問醫事處。 

 

除此之外，對於用來比較之國外會所，受限於地理區隔，無法皆以深度訪談

之方式訪談，僅能以網站、藉由其他會所訪談轉述或其他書面資料，間接蒐集資

料，因此比較研究之範圍無法如在台灣會所深度訪問一樣之廣泛與深入。 

 

最後，因為採取會所自願方式接受本研究訪談，若有會所自認為需要保留或

不予回答，不論出自於何種理由，即使原訪談資料已經蒐集到，但受訪談者受訪

後撤回，皆無法顯現於本研究最後成果中。 

 

第五節  研究倫理 

 

不論如何研究，皆不能傷害到任何參與研究者之權益，因此，必須遵守專業

領域之倫理規範與法律要求，依此，必須以「告知同意」(informed consent)

作為起始點。所謂「告知同意」係指研究者將研究之風險(risk)及利益

（benefit），充分告知(full disclosure)受試者，在具有同意能力(competence)

之受試者自願(voluntary)、瞭解(understanding)後，同意(consent)接受研究。

本研究之受訪者皆為會所之經營管理者以及政府單位之主管，不涉及個人隱私，

也不涉及會所會員（病人）之隱私，但對於受訪者個人所負責之業務，可能涉及

需要保密之商業機密，但因為本研究已經在事前獲得告知同意始做訪問，並告知

 3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隨時可以撤回同意訪談資料，因此，縱使有商業秘密之存在，亦在當事人同意之

前提下，不違背研究倫理，也無侵害營業秘密。另外，本研究之研究者個人並未

經營會所，並無利益迴避之情形，且會所受訪者對於本研究者之身份知之甚詳，

若有利益衝突需要迴避之疑慮時，即可拒絕受訪，因此也不會有侵害受訪者所經

營管理會所之利益。 

 

由於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並採取深度訪談、文獻回顧等方式蒐集資料，並未

使用心理衡鑑、抽血檢查等有形或無形之侵入性研究方式，因此本研究不具侵入

性，不涉及人體試驗審查，因此無須依據醫療法有關人體試驗之規定辦理98。

                                                 
98 醫療法第 8條第 1項之規定：「本法所稱人體試驗，係指醫療機構依醫學理論於人體施行新醫

療技術、新藥品、新醫療器材及學名藥生體可用率、生體相等性之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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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case studies)就是對於某特定場域、個體、文件資料庫、或事件

做巨細靡遺之檢視探索。依據各案研究對象之多寡而可以分為：單一個案研究、

多元個案研究(multi-case studies)二種，單一個案研究又分許多種類，包括：

(一)歷史性組織型：此類型係指長期追蹤某依特定組織之發展。(二)觀察型：此

類型係指將研究重點放在某依特定組織或組織內部某些層面之探討，一般以參與

觀察法為主，也可以加上正式或非正式訪談、文件探討。 (三)生活史型：為達

成蒐集某特定人物，並以該人為第一人稱所作之敘事資料(narrative)，所從事

對其長期之訪談。(四)文件型：係指以包括照片、錄影帶、影片、信件、日記等

原本做為補充資料之文件(documents) ，作為主要研究之對象。(五)其他類型：

例如社區研究(community studies)、情境分析(situation analysis)等，社區

研究係指對於類似組織所作之研究，因為所研究之對象不同於組織，故歸類於此

類型。至於情境分析，係指從某依特定事件之所有參與者之觀點進行研究。多元

個案研究係指同時研究二個以上主體、場域或多組資料，以進行比較與對照
99。 

 

本研究雖然主要以康復之友聯盟所附設之會所為研究，並以此會所與國內外

其他會所作分析比較，涉及數個會所之經營管理，因此本研究係採取多元個案研

究方法進行研究，以歷史性組織型類型追蹤其發展之歷史軌跡以及以觀察型研究

對於資源部分相關經營管理議題做研究。 

 

    為達到個案研究之目的，因為涉及目前對於精神障礙者健康照護體系與理

念，故首先介紹與會所關係密切之精神醫療體系發展、結構與模式。 

 

第一節  現代精神醫療體系與復健模式 

 

    現代西方醫學自醫學之父希臘西波克拉底於西元前四世界開始，不僅建立傳

統醫學倫理，同時也打破之前長期以來認為精神疾病係源於神鬼致病之說，主張

疾病之產生，係由於人體血液、黑膽汁、黃膽汁、與痰四種體液不平衡所引起，

此即為著名之「四液說」。相對於西方醫學，我國傳統醫學在春秋戰國時期，內

經與難經二大醫學古籍論著出現後，揚棄以往先秦以來以巫術治病之觀念，並則

建立於陰陽五行相生相剋之醫學理論體系。不論東西方醫療，在醫學理論皆歷經

實務之臨床檢驗，逐步發展其有療效之治病方法，但自西方工業革命後，西方科

技發展快速，醫學也突飛猛進，在思想上，法國Phillipe Pinel於西元 1792 年

採取人道之立場，將精神病之病人自鐵鍊中解放，在臨床上，現代精神醫學之父

Emil Kraepelin於西元 1883 年將精神疾病作完整有系統之分類，建立描述性精

神醫學。後來又由於醫學與心理學之發展，而使原有對於疾病之解釋採取器質性

                                                 
99 黃光雄等譯(2001)，前引註 95，頁 7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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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見解，轉而趨向心因性病因之見解。到目前為止，現代對於精神醫學之見解，

係以精神疾病之治療診斷為核心，同時擴及至人之心理行為與社會之心理衛生，

由此建立現代精神醫學之醫療體系100。 

 

   目前精神醫療體系之架構，係源自於中世紀開始興建收治精神病人之療養

院，例如先有英國於西元 1247 年所設置伯利恆（Bethlehem，或稱為Bethlem或

Bedham)療養院，後有美國於西元 1818 年設置麥克連醫院(MacClean Hospital)

等，改變過去以往並非以「治療」為目的而是以「治安」為目的之管理手段，例

如歷史上曾設置過之德國拘留所(ZuchtHäuser)、英國貧民習藝所(workhouse)

與感化院(bridewell)，著名之歷史學者傅柯曾批評為「大監禁」101。 

 

目前精神醫療體系之架構，除治療性之醫療機構，包括住院治療用之醫院與

無住院治療之門診外，依據 2007 年新修訂之精神衛生法第 16 條之規定，精神照

護機構包括以下五類：（一）精神醫療機構：提供精神疾病急性及慢性醫療服務。

（二）精神護理機構：提供慢性病人收容照護服務。（三）心理治療所：提供病

人臨床心理服務。（四）心理諮商所：提供病人諮商心理服務。（五）精神復健

機構：提供社區精神復健相關服務。再依據同法第 35 條之規定，以上五種機構

可以提供以下七種方式之精神照護，包括：（一）門診。（二）急診。（三）全

日住院。（四）日間留院。（五）社區精神復健。（六）居家治療。（七）其他

照護方式。 

 

    雖然精神照護機構包括各類精神科醫事人員及專業之照護機構，但不可否認

地，仍然是由醫事人員以其專業提供受照護者（病人/個案）之服務而已，並非

由病人與其家屬全然依其意願自願地、獨立地組織而成，而且，現代精神照護機

構長期以來還是堅守醫學模式(medical)之照護，與生態學(ecological)之照護

模式並非相同。 

 

    但隨著精神病人之人權保障思潮興起，加上有效之精神藥物陸續發明後，對

於精神病人之照護模式，由機構照護轉向社區照護，首先在美國於西元 1950 年

代開始採行「去機構化」之政策，更在西元 1963 年當時任美國總統之甘迺迪頒

佈社區心理中心設置法，不僅結束州立療養院機構照護模式，而另開啟社區照護

之新里程102。 

    由於年代美國率領之去機構化思潮興起，隨著精神病病人出院，原本在機構

                                                 
100 曾文星、徐靜合著（1994），現代精神醫學，台北：水牛出版社，頁 3-23。 
101 巫毓荃譯（2004），瘋狂簡史，台北：左岸文化，頁 102-103。原著：Porter,R. (2002), Madness: 

A Brie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02 郭峰志主譯(2001)，現代社區精神醫療：整合式心理衛生服務體系，台北市：心理出版社，

頁 23。原著：Breakey, W.R. (1996), editor, Integrate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Modern 

Community Psychiat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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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復健治療，隨隨即擴展至社區中。精神復健治療約開始於西元 1950 年，剛開

始時僅有少部分計畫，隨後隨著去機構化發展後，才開始逐漸受到關注。 

 

精神復健之核心，包括二大重點：一是，不在注重於精神病病人之疾病，而

是注重其功能，因此治療之目標，不僅是疾病之診療，而更是要藉由提供病人支

持性環境下，強化其因應之技巧，並協助其解決因疾病所造成功能之缺失。一般

在社區生活所需要之技巧，包括：社交技巧、個人衛生、職前訓練、問題解決能

力、搭車訓練等。另一是，對於精神病病人之賦權，學習如何對自己所做之決定

負責。 

 

依據社區照護不同理念而可以分為以下三種精神復健模式，以下分述之。 

 

第一項  醫學模式 

 

    醫學模式(medical model)，為最傳統之見解，以疾病之診斷治療為其核心，

一如精神衛生法在第 3條第 1款對於精神疾病所訂立之解釋，所謂之精神疾病，

係「指思考、情緒、知覺、認知、行為等精神狀態表現異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

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療及照顧之疾病；其範圍包括精神病、精神官能症、酒癮、

藥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精神疾病，但不包括反社會人格違常者。」另

關於精神疾病之診斷標準，尚有世界衛生組織(WHO)與美國精神醫學會(APA)所制

定之標準，不過其疾病之範圍仍包括精神衛生法所排除之反社會人格違常者。 

 

   醫師經由病人所主訴之症狀、臨床徵候、理學檢查、實驗室檢查等，由診斷

至治療再至復健階段，為一線性進展方式。重點在於經由適當之診斷與治療，以

減少病人之病理。此類模式之優點在於可以提供迅速之溝通，可以在短時間即可

以瞭解病人之病理與臨床表現，但其缺點在於無法個人之健康特點(healthy 

characteristics)、優勢(strength)、與屬性(attributes)103。 

 

第二項  生態學模式 

 

    生態學模式(ecological model)與前述醫學模式之不同，不再強調個體之異

常/正常或是生病/健康等二極化之概念，生態學模式之核心觀點為強調個體與所

處特定環境間之適應(adaptation)與適應性(adaptiveness)，同時涉及幾個相關

之概念，包括個人定位(niche)、個人環境(habitat)等，所謂個人定位(niche) ，

係指個人在社會領域之地位 。所謂個人環境(habitat)係指個人所處在之特定環

境之總稱。生態模式認為，個體之行為是目標導向，其行為是有目的，同時以適

                                                 
103 Jackson, R.L.(2001), The Clubhouse: Empowering Applications of Theory to Generalist 

Practice,Stamford, CT: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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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導向，並且認為各種環境之變數、與個人優勢與限制會影響適應之過程，由

此而提供個人與環境間交互、複雜之適應關係104。 

 

第三項  社會系統模式 

 

    社會系統模式(social system model)源自於一般系統理論(general system 

theory)，以整體宏觀之角度檢視，其基本假設認為，人生存於社會所建構之社

會系統之中，此系統中包括個人、家庭、組織以及社區，與個人關係之社會環境

在社會環境中，將精神疾病之症狀認定為問題，也因此需要在此系統中去治療、

處理，而使精神疾病病人獲得適應、改變而維持豐富滿意之生活105。 

 

   社會系統其基本要件，包括四項106：（一）一群相互關連之個人。（二）共

同實施社會角色。（三）有分享之目的。（四）由一段延續之期間。此類系統中

小系統有小系統，可稱為焦點系統(focal system)，係為開放性之系統，與外在

大系統相互關連、互動、彼此依賴，各成員之社會角色與角色互動，也許有衝突，

但可以在成員隨著自我決定之適應過程中，改變、存活。會所即是其中一個著名

之例子。 

 

    會所是精神復健模式成功範例之一，也經常為人所參考模仿。簡單而言，會

所基本上係為一種以工作為基礎(work-based)之精神復健計畫。工作與指定工作

日(work-ordered day)，為會所之核心復健內容。一般而言，會所有四項基本之

特徵107：（一）有場所為基地。（二）會員合作共同管理會所。（三）提供訓練、

支持、諮詢服務給會員。（四）經由「過渡性就業」(transitional employment)

模式，在獲得公開就業機會時給予特定之協助。會所與一般病友自助團有些不同

之處，在於會所不僅有病友有組織之聚集，而且還有一處可共同分享之場所。 

 

「過渡性就業」(transitional employment)模式，受安排會所非常特殊之特

點。其模式係指，只要是會所會員，只要對於工作有興趣者，不管其功能如何，

皆可以在工作人員與其他會員之支持與協助之下，受安排去兼任競爭性之工作。

也因為任何會員可以參與遞補之工作，不僅任何會員可以獲得工作之技巧與經驗

外，另外也可以讓提供工作機會之雇主，免除因為找不到受雇人工作而職務空轉

之窘境。 

 

                                                 
104 id,pp.27-30. 
105 id,p.380. 
106 id,pp.27-30. 
107 Dale,C., Thompson,T.,& Woods, P.(2001), Forensic Mental Health: Issues in Practice, 

London: Baillière Tindall, 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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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會所之主要核心，在於其所共享之信念與價值，來自於共同目標、工

作、活動等，彼此間稱呼不是病人(patient)、個案(client)、或是消費者

（consumer）而是會員(member)，因為一同為共同價值打拼之故，而且也可以去

除標籤化、污名化或商業化之名稱。在會所內，是建立在會員個人自主決定、充

分賦權、個人承擔自己責任、分享資訊與工作、共同安排活動與決策，強制等侵

害個人自主權並不存在。 

 

    因此，縱使會員罹患重大精神疾病而使其生活功能等受到極大影響，但由於

精神復健之目標，並不在於治療疾病而已，而主要在於生活功能、社會角色之獲

取與回復。 

 

    基於以上之介紹與分析，整理並比較三類治療模式如下表（表七）108： 

 

表七 三類治療模式之比較表 

模式種類 醫療模式 生態模式 系統模式 

焦點(focus) 個人精神疾病之

症狀與診斷 

個人與環境之關

係 

焦點系統與/在其

他社會系統 

目標 減少病理 個人定位(niche)

之滿足與豐富 

系統之穩定 

方法 正確與適當醫療

症狀之管理 

個人適應行為與

環境改變 

將開放與回饋當

做系統生存之關

鍵 

組織 線性式 環形式 官僚式 

 

 

第二節  會所經營管理之探討 

 

第一項  會所與病友團體 

 

    在醫療專業之臨床照護之外，國內外罹患相同疾病之病友經常會聚集結合成

一團體，這些疾病種類繁多，包括：結節硬化症、癲癇、小腦萎縮症、慢性精神

病、白化症、巨結腸症、器官移植、無肛症、智能障礙、異位性皮膚炎、癌症、

糖尿病等，病友團體所面臨之挑戰，可以依據個人或團體之層次而分，在個人層

                                                 
108 Jackson, R.L.(2001), supra note 103,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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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獨立生活為主要目標，因此除充實其自理能力之外，並需要以賦權

(empowerment)(或稱充權)之觀點協助其獨立109。而在團體之層次上，可能涉及

設置、存在、發展等經營管理上之議題。 

 

    病友團體入會方式，一般分為110：（一）個人會員：罹患某特定疾病之病人。

（二）贊助會員：熱心贊助之社會人士，包括病人家屬。（三）團體會員：包括

公私立機關團體。但一般而言，組織之成員，還是以病人、醫護人員、社工佔多

數111。 

 

    病友團體運作成效如何？以國內台灣對於糖尿病友團體做研究舉例而言，因

為國內近年來 19 歲以上國民之糖尿病盛行率遽增，因此在許多研究顯示對於該

類病人可以提升病人之知識與自我照顧行為（包括接受藥物、飲食控制、運動、

血糖監測等）等，依據國內對於此種團體之成效研究，以糖尿病112、憂鬱症病友

團體做研究，其結果皆顯示其成效具有顯著性。 

 

    在精神醫療與心理衛生領域也有病友團體，在此沒有繁瑣之政府管制程序，

也沒有臨床專業人員所造成之專業階級，團體成員藉由本身之罹病與生活經驗，

強調分享、互助、回饋與支持等，形成組織化之互助、自助團體。最早在精神醫

療與心理衛生領域所成立之病友團體「匿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

簡稱 AA)，係由美國人比爾．威爾森(Bill Wilson)於 1935 年所創立，後來在其

他精神醫療領域，例如在失親、受虐婦女等議題上，也都陸續仿照設立病友團體。 

 

    在精神醫療與心理衛生領域之病友團體，可以分成三大領域，包括（一）針

對現在特定議題之病友團體：以個人復健之相互支持為主。（二）針對過去罹患

疾病之病友團體：雖提供個人復健之相互支持，但同時也強調聲援系統議題。（三）

強調特殊疾病，贊助研究、教育及病人之互助：較少強調聲援公共政策。有時，

病友團體，在獨立於醫療體系之外，可能與現有一聊體系內之醫療照護機構相互

協力，但也可能，在體認現今醫療照護體系不符實際需求時，此就如同比爾(Bill 

W.)所說：「人們依賴專業人員來治療重大疾病是不夠的，甚至是不需要的！」提

供病友替代性之選擇113。 

 

第二項  會所之經營管理 

                                                 
109 余幸宜、許秀月、駱俊宏(2007)，從賦權觀點探析移植病友團體之現況發展與困境，高雄護

理雜誌第 24 卷第 1期，頁 82-90。 
110 邱慧薇（1993），同病相伴不相憐：病友團體互助度難關，家庭月刊，第 202 期，頁 63-66。 
111 余幸宜、許秀月、駱俊宏(2007)，前引註 109，頁 83。 
112 楊雪華、朱怡儒、陳良娟（2009），台灣地區糖尿病友團體的運作成效評估，亞東技術學院，

頁 191-198。 
113 郭峰志主譯(2001)，前引註 102，頁 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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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會所」（clubhouse），係指為精神病病人所設置之一種會員平等、共

同參與所發展之社區型、非營利組織。以精神病病人為中心，結合家屬團體、包

括社工在內之醫療專業人員，在以醫療為主之醫療照護機構外，成立另類之精神

復健模式。 

 

會所模式起源 1940 年代之美國，一群人精神病病人，自離開醫院後，在渴望

友誼、想念同院病友之下，相約每週定期聚會一次，此定期聚會團體「我們不孤

獨」（We Are Not Alone，簡稱為 WANA），即為會所模式之前身。 

 

後於 1948 年，在籌措到經費後，始正式成立「活泉之家」，直到 1977 年仍

是世界上唯一之會所。凡罹患重大精神病之病人，即可在轉介或自行報名，經確

認罹患精神分裂病、情感性精神病、重度憂鬱症、器質性精神病等精神病，即可

在自願之前提下，免費參與會所，成為活泉之家之一員會員，終身參與，並無期

限，且不需要工作，但若有需要工作來賺錢時，即可在會所之協助下工作。會所

本身並不提供居住或醫療，但會員若有需要，也可以獲得應有之協助。無疑地，

會所源自於紐約「活泉之家」，成為包括我國在內所標竿學習之對象。 

 

第三項  經營管理會所之國際標準 

 

非營利組織之治理，涉及到組織之結構、人力與各項資源管理、財務管理等

各種不同之業務，因此，組織要專業化，不得不需要提升其治理能力(governance 

capacity)、創新能力(innovation capacity)、協調能力(collaborating 

capacity)、持續發展能力(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等
114
，而其中

以治理能力最為重要，也關係組織是否能實現其使命與生存之重要關鍵。因此在

考量非營利組織之專業發展與治理之需求下，會所引進國際「會所方案國際標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Clubhouse Programs）也是增強其治理能力與

核心能耐之最佳選擇之一。 

 

「會所方案國際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Clubhouse Programs）
115，係由「國際會所發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簡稱為ICCD）所制定，其來源來自於西元 1948 年所成立之「活泉

之家」，並依據美國稅法 501（c）(3)所成立之非營利組織。於西元 1977 年「活

泉之家」自「國家精神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簡稱NIMH）獲得多年期之補助計畫，該計畫之目的在於建立美國全國會所模式 

                                                 
114 黃浩民（2008），民間組織專業化建設的有效途徑，收錄於江明修主編，第三部門與政府：跨

部門的治理，台北：智勝，頁 304。 
115 以下參考ICCD網站，http://www.iccd.org，最後上網日 2010 年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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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訓練方案。於 1987 年結束該補助時，該補助計畫成果獲得肯定，同時也建立

以三週期間之訓練計畫。在當時，發覺有幾項議題需要持續解決，包括：推展標

準執行業務標準、更完善之訓練方案、設置在地之訓練中心、推廣至無會所設置

之州等。在隨後二年間，又發展二方案，包括「建立會所發展工作人員」

（Establishment of the Faculty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 ,1988）方案以

及「發展會所方案國際標準」（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Clubhouse Programs , 1989) 方案。由於又再次獲得成功結果，「活泉之家」於

西元 1994 年發現，在諮詢訪視之外，需要建立認證制度，同時為拓展國際化事

務，必須建立一個新組織以達成使命，於是當年即成立「國際會所發展中心」。 

 

   依據「國際會所發展中心」在西元 2009 年之年報，指出目前截至西元 2009

年，在全球在 27 個國家共計成立 330 個會所。其中，「活泉之家」曾經在西元

1999 年時，受到美國精神醫學會贈與之成就獎116。 

 

   依據研究，雖然認證與未認證之會所，在組織之結構與資源相似，但經過「國

際會所發展中心」所認證之會所，可以提供比較廣泛之復健服務，同時可以達到

較高之就業率117。因此，「國際會所發展中心」認證可以作為經營管理參考之成

效指標。 

 

   「國際會所發展中心」依據原先「會所方案標準」(Standards for Clubhouse 

Programs)而發展出「自我檢討認證指南」（Self-Study and Certification 

Protocol），作為「會所方案標準」之操作準則，進而協助申請認證之會所能按

照其標準，確保其經營管理之品質。該指南除會所基本資料之外，基本資料主要

包括會所年齡、行政架構(自理、贊助)、會員總數、現在活躍會員數目、每日平

均出席率（Average daily attendance）、工作日平均出席率（Average 

work-ordered day attendance）、職員數目、工作部門數目（Number of work 

units）、會所優點、會所缺點等，若是再次認證時，則需要提供上次認證探訪日

期及結果、建議與回應、以及現況等。 

 

    「自我檢討認證指南」之架構依據「會所方案標準」，依序檢視會籍

（MEMBERSHIP）、關係（RELATIONSHIPS）、空間（SPACE）、工作日（WORK-ORDERED 

                                                 
116 Fountain House, New York City (1999), The Wellspring of the Clubhouse Model for Social 

and Vocational Afjustment of Persons Wuth serious Mental Illness, Psychiatric Services, 

Vol.50, No.11, pp.1473-1476. 
117 在蒐集 71 認證會所與 48 未認證會所之操作遵從性(operation compliance)、支持服務

(support services)、職能服務(vocational services)、職能結果(vocational outcomes)等四

大類項目，做邏輯式回歸分析比較，發覺經過認證之會所比較有成效。參見Marcias,C., 

Barreira,P., Alden,M., & Boyd, J. (2001), The ICCD Benchmarks for Clubhouse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Quality Improvement in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Psychiatric Services, 

Vol.52, No.2, pp.20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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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就業（EMPLOYMENT）、過渡性就業（Transitional Employment）、支持性

及獨立性就業（Supported and Independent Employment）、教育（EDUCATION）、

會所的運作（FUNCTIONS OF THE HOUSE）、經費、治理及行政（FUNDING,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比較特殊者，在於另外於指南補充附上「行政監察部份」（ADMINISTRATIVE 

OVERSIGHT SECTION）這是原本在「治理」（governance）之外，另提出由會所行

政監察團體（the Clubhouse＇s administrative oversight body）包括「隸屬

於主辦機構轄下之會所」（Clubhouses under an auspice agency）與獨立會所

（free-standing Clubhouses）二種，其重要事項，各別說明如下： 

(一)獨立會所：有無「董事會」（the Board of Directors）118以及其功能、

角色、組織架構、成立之歷史、開會頻率、過去成果與缺點、未來展望等。 

(二)隸屬於主辦機構下之會所（Auspiced Clubhouses）：說明會所與主辦機

構間監督、轉介、合作、治療團隊會議，會所有無「顧問委員會」（the Advisory 

Board），其角色、使命、委員成員背景與工作、與主辦機構董事會間之關係等。 

 

    因此，若我國目前對於會所之經營管理尚無設置標準或評鑑制度實施之時，

對如何認定其是否達成使命？其經營管理績效如何？政府如何補助？內部治理

是否良好？財務資訊是否透明？等相關問題，皆可因為參加「國際會所發展中心」

認證可以作為經營管理參考之成效指標，例如目前是否社會大眾對於醫院品質及

定位經常依賴醫院評鑑分類作為就醫選擇之參考，而各醫院除了會以通過國內評

鑑且有良好醫院評鑑結果作為行銷外，更會以通過國外評鑑標準作為行銷，所以

即使執國內醫學牛耳之台大醫院，亦如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秀傳醫院、童綜

合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等公私立醫院一樣，申請美國「國際醫療評鑑」（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簡稱為JCIA）認證119
。  

 

第四項 會所之核心價值 

 

    雖然會所是以招收精神障礙者為對象之非營利組織，精神障礙者只需以醫師

診斷證明書、健保重大傷病卡或身心障礙者手冊等證明其罹患重大精神疾病之事

實，即可依其意願加入會所，接受會所所提供之服務。依據「國際會所發展中心」

(ICCD)於西元 2008年 10月修訂完成「會所方案之國際標準」（The International 

                                                 
118 依據「會所方案標準」第 32 條，董事會係由可以為會所提供財務協助、法律協助、立法協助、

消費者及社區支援、及倡議之成員所組成。（原文為：Standard #32 states that the Board is 

comprised of individuals who can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legal assistance, 

legislative assistance, consumer perspective, community support, and advocacy for the 

Clubhouse.） 
119 JCIA是美國醫療衛生機構認證聯合委員會〈JCAHO〉所下設之單位，同時也是世界衛生組織

〈WHO〉認可之評鑑醫院品質之權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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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for Clubhouse Programs）120之前言，提及會所標準所訂之原則，為

會所社群成功之核心，成功地協助精神病人離開醫院，同時能達到社會、財務、

教育、與職能之目標。會所標準也可作為會員之「人權法」以及職員、委員會、

行政人員之倫理原則。會所標準強調會所是一個能賦予會員尊嚴及機會之處。因

此，再參考英國於西元 2005 年所制定公佈之「精神能力法」(Mental Capacity 

Act)，該法在前言中提出五大原則121：（一）一個人應被推定為具有意思能力，

除非被證明不是。（二）一個人不應該遭受不能做決定之對待，除非已經嘗試所

有可實施之方法後仍無法成功。（三）一個人不應該僅僅做出不明智之決定就遭

受不能做決定之對待。（四）依據本法或代理無能力之人，必須以該人之最佳利

益行為或做決定。（五）在行動或做決定前，必須考量所需要達成之目的，是否

得以在最小限制該人之權利與行動自由之下有效達到。因此即使為精神障礙者，

一般而言，仍以一般人之原則對待，享有獨立自主、尊嚴之權利，亦即以自己意

願做決定、並承擔責任，與一般人相同，此即是「賦權」。 

 

查「賦權」，或者稱為「充權」，雖然在英文字是相同，皆為 empowerment，

但在不同專業領域以及學者不同之見解，而有不同之翻譯，包括二字之增能、激

能、灌能、授能、充權、充能等，以及四字之授權予能、授權賦能、增權擴能、

權能展現、權能復甦、權能激發等。較為常見者，還是充權與賦權二名詞。一般

在社會學領域中，學者多使用「充權」之名稱，而在管理學領域中，則多使用「賦

權」之名稱。雖然中文名稱都源自於相同之英文，但其實追根究底，還是隱含不

同之概念。 

 

英文字empowerment係由字首「em」與字根「power」組合而成，字首「em」

有二義，其一表示「外加」(put onto)或「賦予」(provide with)之意，另一表

示「內含」（within），依據意義之不同，顯示權力(power)之來源，可能由個人

外部再附加或給予，或者由個人內在充分釋放出來122。 

                                                 
120 請參考本文附件（七） 
121 （1）A person must be assumed to have capacity unless it is established that he lacks 

capacity.（2）A person is not to be treated as unable to make a decision unless all 

practicable steps to help him to do so have been taken without success. (3) A person 

is not to be treated as unable to make a decision merely because he makes an unwise 

decision.(4) An act done, or decision made, under this Act for or on behalf of a person 

who lacks capacity must be done, or made, in his best interests.(5) Before the act is 

done, or the decision is made, regard must be had to whether the purpose for which it 

is needed can be as effectively achieved in a way that is less restrictive of the person's 

rights and freedom of action. 

122 張文隆(2010)，賦權：當責式管理的延伸實踐，頁 51，台北市：商周出版。蓋瑞．哈默爾、

比爾．布林著（2007），管理大未來。台北：天下文化。原著Hamel,G. ＆ Green,B.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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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賦權之概念，源自於西元 1960 年代，先發軔於社會運動，運用於參與決

策(participant decision making)、自我管理工作團隊(self-managing work 

group)，後來擴及至組織管理、醫療護理、公共衛生等之領域123。 

 

在醫療護理、公共衛生領域中，賦權或許在強調病人或個案之自主能力，故

偏向以其既有能力充分激發為基礎之見解，故以充權或充能一詞取代似乎隱含外

加之賦權一詞。賦權，簡而言之，其實可以包括以下五種相近之見解124：（一）

賦權是一種動態之過程。（二）賦權可激發個人與群體獲得力量。（三）賦權可使

個人與群體改變。（四）賦權可使個人能有自動自發之表現，且具有自我價值感.。

（五）賦權可透過參與、學習、信賴、發展伙伴關係而來。 

 

賦權到底是充分發展個人或群體（組織）之能力、還是權力？其實，不必硬

分為其中之一，賦權可以分為能力、權力二部分，前者為「能力之建立」，後者

為「權力之喚醒」125，不論過程如何，在結果方面，可以造成個人之認知、情緒、

行為三方面之改變。 

 

在管理方面，賦權，繼作業(operation)創新、產品(product)/服務(service)

創新、策略(strategic)創新之後，被認為可能成為本世紀一個重啟管理

(management)創新之引擎126，簡單而言，賦權在管理意義上，就是種有效、成功

之授權（delegation），而授權係指由主管分派工作，並給予屬下應有之「權柄」

(authority)去完成所交付之工作。與權力(power)不同，權柄屬於法定權力或由

職位所衍生出來之權利，可以迫使他人行動之權利，若無該法定權力或職位時，

即喪失其權柄，相當於「職權」(discretion)之意。而權力，係指影響他人行為

之能力，可以迫使他人聽從並行動之能力，與法定或職位無關
127
。管理上之賦權，

其實是一種流程，可以將員工或組織之所有能力，完全釋放出來，得以承擔更大、

更重之責任與權柄並做出決策。 

微軟創辦人、也是目前世界首富比爾．蓋茲，曾採取「五E」管理策略128：（一）

豐富化(enrichment)：吸引優秀人才加入。（二）賦權(empowerment)：充分授權，

自主表現。（三）重視績效(emphasis on performance)：定期績效評估，決定成

效。（四）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相互平等、尊重、信任。（五）電子郵件

(e-mail)：強化溝通、分享資訊。 

                                                                                                                                            
of Management, Perseus Distribution Services, 2007. 
123 薛曼娜、業明理（2006），社區老人權能激發過程之概念分析，護理雜誌，53 卷 2 期，頁 5。 
124 同前註，頁 6。 
125 許碧珊（2001），以充權觀點檢視更年期自助團體成員之經驗歷程，國立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

管理研究所。 
126 張文隆(2010)，前引註 122，頁 57。 
127 張文隆（2010），前引註 122，頁 50。 
128 張文隆（2010），前引註 122，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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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學大師中之大師級人物彼得．度拉克（Peter Drucker），終其一生對管

理之貢獻，至少共計以下五項129：（一）強調企業之重心在於人，企業之目的，

不僅在於經濟目的，還包括社會功能在內。（二）強調目標之重要性，目標可轉

化為短期標的與長期策略，開創目標管理（MBO），鼓勵員工參與企業制訂具體且

可衡量之目標。（三）倡議以知識工作者取代昔日產業中專業工作者。（四）認為

政府應儘可能減少干預經濟活動，採取民營化之見解。（五）為提升生產力，減

少決策階層，主張賦權，透過授權將決策權給予員工。其中第五項對於賦權之見

解，亦為其主要貢獻之一。 

 

其實，綜合以上見解，不論在何種專業領域之中，賦權與相似之名稱相互競

合，本文認為，不論適用於個人或組織，總是有幾點核心特徵，藉此而與授權不

同，此包括：（一）賦權以「當責」(accountability)作為基礎：擴大傳統責任

(responsibility)之範圍，以因應個人能力範圍及自主性之擴大。（二）賦權以

參與(participation)為流程之一：必須讓員工積極參與，此為員工做出正確決

定所必要，也是企業提升競爭力之所必須。（三）賦權以提升最終績效

(performance)結果(outcome)為目的：不論是企業，為達成利潤或是社會學者達

成社會目的，或是醫療人員達成公共衛生之目的或建立病人福祉，皆有其須要達

成之目的。（四）賦權充分發揮自主(autonomy)能力(competence)：賦權不是僅

僅授權或給予權柄而已，重要性在於可充分發揮其自主之能力。 

 

因此，在會所之經營管理與建立之目的之一，即在於讓會所會員受到賦權之

激發，在擴充其能力之下，增加對自己責任之承擔，此與當責之概念不謀而合，

不論對自己(個人當責)、會所相互會員間（包括專業人員），在會所此組之內（組

織當責），皆可將自己之能力與能力充分發展，這也就是會所之核心價值之所在，

在賦權之下，會所經營管理可因實施賦權而提升品質，會員因擁有賦權而確保其

尊嚴與自主。由此而得知，會所與現在精神醫療體系與精神復健體系有相當大之

不同，正當前者不斷強調以病人為中心作為最高倫理原則，但事實上還是建構於

醫病關係，並以精神疾病之預防、治療、復健作為思考主軸，因此，會所之存在，

正可以提供現有精神醫療體系與精神復健體系乃至於健康產業作為併存之競合

體系。 

 

 

第三節  主要個案之經營管理研究 

 

第一項  康復之友盟設置 MyHouse 會所之公益動念 

 

                                                 
129 盧懿娟(2004)，經理人月刊，一條管理大河，頁 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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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復之友聯盟」（簡稱康盟）係為服務精神障礙者，而於

民國 1997 年 11 月 8 日，所成立之全國性民間團體130，其設立之宗旨：「為結合

全國精神障礙者、家屬、相關專業人員與熱心社會人士及團體，積極爭取精神障

礙者之權益與福利，並維護其人權。」其設立之目的：「目的在喚起社會各階層

對精神障礙者的認識、關心、接納與支持，不分病友、家屬、專業人員及社會人

士，只要能為精神障礙者奉獻心力，不分你我，大家一起共同努力，互相合作，

為爭取精神障礙者的就醫、就學、就業的權益和福利而奮鬥。」 

 

康盟受訪時之理事長為王珊女士，目前康盟之成員，包括 23 個會員團體以

及三千多人之個人會員，會員人數眾多。康盟所提供之服務事項，種類繁多，包

括：專業諮詢服務、申訴服務、正確心理衛生知識宣導活動、政策監督與建議、

教育訓練、志工服務與訓練、出版刊物、研究調查、提供專業實習等，會員得以

透過康盟所提供廣泛、多元化之服務，落實並實踐康盟之宗旨。 

 

康盟之主要任務，係對對於其會員，積極爭取精神障礙者之權益與福利，

因此包括： 

（一）宣導有關精神疾病和心理衛生知識。 

（二）謀求增進精神障礙者的權益與福利。 

（三）敦促政府積極推動精神障礙者之就醫、就學、就業、就養等福利措施。 

（四）提供會員團體必要之諮詢及協助。 

（五）督促政府委託辦理有關精神障礙者服務之各種業務。 

（六）喚醒社會大眾對精神障礙者的認識、關心、接納和支持。 

（七）建立國內康復之友團體的聯繫、合作、互助及資訊服務網絡。 

（八）促進世界各國精神衛生團體經驗交流與合作。 

 

精障者家屬團體在台灣最早成立者，係由「高雄市康復之友協會」於 1983

年率先成立，當時歷經自營開設「仙人掌咖啡屋」後，由文榮光醫師結合醫療、

家庭與社會三大支持系統而成立131。後來台灣先後成立 20 個以上之精障者家屬

團體，其中包括 2個全國性之團體，即本文所探討之康盟、以及中華民國生活調

適愛心會，但家屬團體多數為地方性之團體，分散在各縣市層級行政區域之地方。 

 

康盟從事宣導有關精神疾病和心理衛生教育，督促政府推動精神障礙者之就

醫、就學、就業、就養四大需求之措施，接受政府委託辦理有關精神障礙者之各

種業務，同時對於會員團體提供必要之諮詢及協助，並建立國內康復之友團體之

間聯繫、互助合作等服務網絡。康盟每年均舉辦包括「心靈影展」、「健心盃」社

                                                 
130參考 http://www.tamiroc.org.tw/及

http://blog.roodo.com/welfareblog/archives/4489207.html，最後覽日 2009 年 12 月 6 日。 
131 高雄市康復之友協會http://www.kfmra.org.tw，最後瀏覽日 2010 年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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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民眾與精神障礙者才藝交流競賽、「精神障礙者及家屬教育」、「健康美」活動

等反污名化系列之活動。 

 

另外，為與國際接軌，也積極與世界各國康復之友團體經驗交流及相互支援

合作，積極參與國際性研討會議及參訪交流事，藉以謀求增進精神障礙者之權益

與福利。 

 

由於衛生署依據政策發展會所模式之社區復健試辦計畫，因此衛生署委託康

盟辦理會所，嘗試建立我國對於精神障礙者服務之會所模式。因此康盟在獲得衛

生署為期三年之補助下，在西元 2007 年 3 月開始，分別在台北市及高雄市成立

各一個會所，但最後因為補助結束，而於西元 2009 年 12 月 31 日結束，自開始

至結束僅僅三年期間，其存在與否與政府補助之有無息息相關，若有則得以生

存，若無則無法持續經營。 

 

康盟組織圖，包括台北及高雄交誼中心（會所），顯示如下圖（圖五）：  

 

圖五 康盟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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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MyHouse 會所之經營管理 

 

康盟於西元 2007 年獲得衛生署補助後，而於臺北市與高雄市成立「會所」，

會所之成立，係參考美國「活泉之家」(Fountain House)之理念而成立。MyHouse

成立之時，即揭示其會所之中心概念與工作目標，在中心概念方面，首先先澄清

會所所使用之英文「clubhouse」一詞，此英文字係由club與house所組合而成，

會所之中心概念包括132： 

（一）Club： Club 代表「會籍制度」，會籍係為「任何曾經罹患精神疾病之人

而設」，會籍為「自願」與「永久」，所謂「自願」，代表會所內之會員，享有充

分之自主權，同時也共同承擔會所之責任。所謂「永久」，代表不論會員遭遇成

功就業、發病就醫等情形，會所皆會永遠不中斷停止其支持。 

（二）House 代表「歸屬感」，會所內之任何會員，皆是重要、受歡迎，在會所

內，可以非常愜意自在，不必擔心因疾病而受拒絕。 

（三）會所主要之元素，為深具意義之「互信互助關係」，可以展現生命價值。 

（四）會所內專業人員之角色，不在於教育或是照顧會員，而在將會員當作工作

伙伴，相互信任、扶持、共同承擔會所之責任。 

 

依據康盟於西元 2009 年所訂定之工作目標，歸結起來共計八項133： 

（一）成為國際認證之社區交誼中心。 

（二）預計每所每日服務量精障者會員至少20-30人次，每所每月至少600人次。 

（三）提供精障者會員多元日間活動方案，每方案達成至少 70%效益。 

（四）完成精障者會員參與社區交誼中心與現行社區復健機構之主觀經驗比較

研究。 

（五）協助精障者會員之自主管理，並建立會員式服務模式之活動方案。 

（六）提供多元就業服務，滿足精障者會員不同之就業需求。 

（七）每所提供過渡性就業服務，就業成功滿三個月至少 10 人，二所預計服務

至少 20 人。 

（八）成立精神醫療及社會福利資源資訊網。 

 

   除（一）之工作目標因為結束營運以致於未達成外，其他目標皆已經達成，

並且符合補助單位衛生署醫事處之要求。在其年度報告書曾有以下之檢討，需要

改進之處，包括134： 

（一）高雄中心聘用人力管理能力不足。 

（二）兩中心房租等自籌款過高，方案評估執行機制需檢討。 

                                                 
132 中華民國康復之友聯盟(2009)，精神障礙者社區交誼暨復健中心計畫期末成果報告，頁 5。 
133 同前註，頁 7。 
134 同前註，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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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雖已經提出自平指標之評估方式，但補助機關（衛生署）仍以復健中心之

「每日出席數」為評估之主要標準。 

（四）「會所模式」至今非政府政策補助之項目，經費無法確定，試辦案無法由

地方團體承接。 

 

    由於政府補助占 MyHouse 會所主要資源之來源，因此，一旦確定政府無法補

助之際，即合併考量其他因素不得不予以結束營運，但由此引伸出許多可以檢討

會所經營管理之議題。 

 

第三項  政府資源之補助與績效評估 

 

依據精神衛生法第 3條第 5款之定義，所謂「社區精神復健」，係指「指為協

助病人逐步適應社會生活，於社區中提供病人有關工作能力、工作態度、心理重

建、社交技巧、日常生活處理能力等之復健治療。提供此種治療之機構即為（社

區）「精神復健機構」，目前依據精神衛生法第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精神復

健機構設置及管理辦法」135，該辦法第 3條明訂分為日間型與住宿型二種，日間

型即過去所通稱之「社區復健中心」，而住宿型則是過去所通稱之「康復之家」。 

 

社區復健中心，由於僅在日間提供社區復健治療，不提供住宿，其復健性質

與內容，與會所相近，茲比較二者不同如下表（表八）： 

表八 會所與社區復健中心經營管理模式之比較表 

  會所 社區復健中心 

經營管理理念 全人、賦權、自願主動、多

元服務、彈性 

病人、治療、自願被動、寡元

服務、固定 

成員資格 精障者 精障者 

成員資格效期 終身有效 定期 

費用來源 政府補助、會費 健保 

目的  重在學習過程  重在復健之結果  

 

因此，若政府補助採取社區復健中心之模式，以相同經營管理指標作為標準，

例如出席人數、每日出席率、出席時數、打卡或簽到、簽退等，反而會將不同理

念之二者混淆其目的與性質，但衛生署再試辦時，即以社區復健中心模式去評估

                                                 
135

 本辦法為2008年10月6日行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0970206855號令修正發布名稱、修正發布

全文23條及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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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以致於在認為包括績效不彰等多種因素考慮下，停止補助，以致於康復之

友聯盟所試辦之 MyHouse 也只能在試辦計畫期滿後終止會所。 

 

第四項  會所在資源連結與整合所面臨經營管理上之困境 

 

由康盟接受衛生署試辦計畫之 MyHouse 會所，包括台北及高雄二中心，會所

本身並非一獨立之法人組織，可以獨立行使權利與負擔義務，但康盟卻是依法所

成立之社團法人之組織。康盟除服務之對象，在其宗旨顯示，並不限於精障者與

其家屬，而包括相關專業人員與熱心社會人士及團體，因此並非單純以病友入會

條件之病友團體，可以說是由家屬團體所成立之非營利組織。 

 

會所，在康盟組織圖中以及衛生署試辦計畫名稱，皆以「交誼中心」為名，

在台北會所與高雄會所之上，共通有一名秘書長負責督導，各會所設一名主任，

下分四組，包括：（一）會員自助組織。（二）就業服務組。（三）專業服務組。（四）

行政組。會所之人力編制，一般而言，工作人員有主任 1人，另外 4人，共計 5

人。在設置初期，還另外有康盟支援之督導 1人協助業務發展。專業人員背景為

（臨床或諮商）心理、社工，無醫師、護理、職能。業務分成二部門：（一）行

政文書教育部：2人。（二）環保膳食販賣部：2人。 

 

其實，由於康盟所成立之會所，係依委託計畫所成立，雖有名稱，但實際上

並未立案，故並非一獨立之社團法人團體，依據 2次深度訪談當時理事長王珊與

組長陳萱佳所述136，目前會所經營管理之狀況與困境簡要如下： 

（一）會所現況：會所會員之入會條件，與康盟不同，只限於罹患精神病之

病人（病友），並不包括病人以外之家屬等人。會所入會會員共計 297 人，會員

依據自己之自由意願決定出席時間，每日出席會員約 30 人。 

（二）會所成立原因：康盟發覺在台灣精神復健機構皆是依據同一標準作

業，缺乏個別化治療模式，需要不同之復健模式。會所對於個案，可以提供直接

服務、就業輔導等，滿足個案四大需求，包括就學、就業、就養、社交，就醫雖

不直接提供，但可會員以自行去門診，若有緊急醫療需求，可以提供協助送醫治

療。一般精神障礙者在其他機構經常面臨不收，而會所對於精神障礙者是唯一可

以與病人共同一生的單位，除非有暴力、傷人情形，否則永遠接納、零拒絕。 

（三）會所主要經費來源：衛生署以試辦 3年計畫之方式部分補助，主要補

助單位，為醫事處。醫事處、政府公益彩券部分補助占會所經費約 53％，其他

經費為自籌款，來源除包括藥廠所捐助之辦理心靈影展、去污名化活動等以及提

供就業機會，還包括會所自行募款、賣書所得以及康盟經費支援。衛生署僅僅曾

於 96 年會所開辦之初，補助每一會所開辦費 300 萬元，共計 600 萬元，其他補

助全是經常門。會所之開銷：1個會所每月之基本維持費：房租 10 萬元/月，人

                                                 
136 詳細訪談資料，請參見附件（二）。 

 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事費共計 16 萬元，包括主任：4萬元/人，工作人員：3萬/人，共計 4人。水電

費 3萬元。每月至少 29 萬元/月（1個會所）。一般經常費用：台北會所 150 萬

元/年，高雄會所 100 萬元/年，經常費用（人事/房租）：台北會所 25 萬元/月，

高雄會所 15 萬元/月。不足部分，由康盟補助（3年共補助 700 萬元）。 

（五）會所獨立性：康盟提供人力、經費（3年共補助 700 萬元）、資源連

結等。但 ICCD 要求會所不得隸屬任何單位，但在台灣很難做到。但可以成立會

所之「諮詢委員會」獨立、自主運作，委員包括病友組成。 

（六）會所之資源網絡：就業資源連結，在台北會所部分，過渡性就業合作

共 5家，包括：老人照護（需證照）（照護老人工作）2家、禮來藥廠、文山老

人養護中心、揚森藥廠。在高雄會所部分，過渡性就業合作共 2 家，包括：掃街

工作、戲院工作。可將會員做過渡性工作，例如轉介至揚森藥廠，從事摺 DM、

貼郵票等工作。 

（七）會所之策略聯盟：目前並無正式簽約方式之策略聯盟，但會員來源係

由心理衛生中心、馬偕醫院、醫院以外之台北市康復之家、心湖坊等精神復健機

構轉介而來，民間團體例如心生活等也包括在內。若會員發病時，則由 119 送至

醫院治療。因為會所性質，並不會與醫院簽約合作。 

（八）會所之使命、願景、策略：使命即是爭取精神障礙者權益，願景即是

協助會員賦權、自尊、自主、選擇、自我負責，策略即是建立 ICCD 會所準則。 

（九）核心能耐、核心資源：資源多、眼界大。 

（十）經營管理上的困難：在政府補助方面：（1）勞政單位：因欠缺「過渡

性就業」補助項目，故政府只補助「支持性就業」，因此，會所無法申請到補助。

（2）衛生署醫事處：認定補助標準之指標，採取社區復健模式，只以實際到會

所出席者（出席率）為補助標準，但會所實際服務範圍，包括在宅會員。會員不

打卡，隨時可來會所（包括假日），並享用就業晚餐。經營管理上之困難：（1）

未與其他會所交流。（2）過渡性就業準備不足。（3）缺督導協助業務發展。（4）

需政府補助與自籌才得以經營。（5）需要建立專業人員訓練。 

（十一）經營管理之方向：目前國內沒有任何會所完成 ICCD 認證通過，會

所申請中，希望引進國際資源，認證後有公信力、提升品質。ICCD 可以提供：（1）

導入新觀念（每年交流參觀訪問）。（3）會所經營管理之技術。（4）跨國性就業

機會。但 ICCD 不提供任何經費補助，反而需要繳費認證，一般認證後有效期限

1至 3年，視個別情形而定。 

（十二）績效指標：主要為會員出席率，包括總會員數、平均每日會員出席

數、積極出席會員數，不包括在外從事過渡性就業等會員。 

（十三）資源網絡：政府提供經費補助包括設置、經營經費，衛生署很少干

涉，自主性不受到影響。與政府間關係受監督關係。與其他非政府組之間關係為

伙伴關係，目前每月例行召開「全國會所聯繫會議」作為會所之橫向聯繫。伙伴

關係還包括扶輪社、感恩基金會、康盟等非營利組織。 

（十四）未來的規劃：（1）社會倡議議題：在行政院及內政部政府部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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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小組）倡議「住宅法」（草案），實施只租不買賣之「社會住宅」政策，範圍包

括個別居、夫婦居、群居各類型，減少目前自有住宅比例，同時提供弱勢族群居

住需求。（2）設置「精神障礙者賦權資訊平台」，藉以宣導對等理念、進行溝通。

（3）對於精神障礙者之照護納入政府長期照顧體系之中，因為目前政府只將重

點放在機構式照護，居家、社區照護不足，政府長照中心應該至少有一為精神科

專人之設置，以便資源連結。（4）將增加設置會所之規定納入法規修法中，例如

修正精神衛生法第 8條、第 12 條以及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50 條、第 51 條

之內容。（5）將會所定位之角色，改變成為類似「澳洲踏腳石會所」（Stepping 

Stone Clubhouse）做為各地會所之教育認證中心。（6）先申請通過 ICCD 認證，

建立國內評鑑標準，作為政府補助之依據。 

（十五）會所結束之主要原因：（1）衛生署未能繼續補助：因為會所定位，

被認為應該由社政單位而非衛政單位補助，未來政府組織改造後，二者合一時，

即可解決此定位問題。（2）聯盟設置會所角色衝突：康盟應該做倡權而非提供直

接服務。 

 

綜合以上，康盟所附設之二間會所，在開辦後至結束為止，僅僅維持 3年而

已，由於衛生署基於當時精神醫療體系欠缺會所式之社區照護服務，因此提供 3

年試辦計畫部分補助，補助項目包括開辦費之資本門與經常門，加上其他政府補

助經費，約占會所經費來源之 53％，已經超過一半，其他費用需要會所自籌，

特別之處，在於需要康盟補足會所經費不足部分，3年經費補助高達 700 萬元，

若無政府與康盟補助，會所將無法獨立經營，因此外部資源，在經費上，主要還

是來自政府，其次是康盟。而在外部合作關係之資源連結上，藉由康盟既有之關

係而與其他非營利組織關係密切，因此，「資源多」可以說是其核心能耐之一。  

 

但會所經營管理在資源管理上遭遇幾項重要問題，整理如下： 

（1）外部資源連結與依賴：雖然無正式策略聯盟，與非營利組織、營利組

織、政府公部門網絡關係密切，因未正式立案，獨立性低，經費補助所佔比例高

過一半，依賴程度高，還需要開辦單位（康盟）經費做為候補視情況補助。 

（2）外部資源獲得與喪失：會所依賴程度高之衛生署，在試辦時期，以社

區復健模式審查會所績效，以每日服務量目標值 45 人為基準，並要求上午簽到、

下午簽退，因此，會與會所之經營管理模式面對所有會員、會員可以隨時進退且

不限時間長短等不同，且認為會所定位與精神復健機構不同，應屬於社政體系補

助範圍，因此於試辦三年後，停止補助。 

（3）內部資源與核心能耐強化：因外部資源多，獲得補助多，因此可以轉

化為內部資源，人力、技術、知識等，以建立核心能耐，並正計畫申請 ICDD 認

證，連結國際資源，以更加強化核心能耐，但因會所結束而暫時中止，未來將轉

型為教育訓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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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於以上問題，本文認為，由於康盟會所之關鍵失敗因素主要在於未

獲得衛生署繼續補助以及租用場地成本過高，因此，若再有會所訓練中心成立之

經營管理，應降低政府補助經費比例，增加自籌經費比例，建立一套有效經營管

理指標，以達成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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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比較分析 

我國民間特別為精神障礙者而成立之會所，除康盟所成立二所之外，還有伊

甸社會福利基金會所附設之「臺北市私立活泉之家」、臺北縣慈芳關懷中心、新

竹協會，總計五所，以下介紹並分析比較國內外模式。 

 

第一節  國內模式 

 

第一項  臺北縣慈芳關懷中心137 

 

 係由臺北縣政府委託臺北市康復之友協會（簡稱北市康）於 2005 年 6 月成

立，也採取會所模式，名稱為「慈芳關懷中心」。臺北市康復之友協會為一家屬

團體，其組織圖如下圖（圖六）所示： 

台北市康復之友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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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臺北市康復之友協會組織圖 

 

「慈芳關懷中心」（以下簡稱「會所」）主要係由台北縣政府經費支持所成立，

屬於公辦民營，由台北縣政府社會局公開招標，委託北市康辦理該會入會會員之

條件，在不需繳交入會費或年費之下，必須符合： 

（一）領有精神障礙之身心障礙手冊，或健保精神疾病診斷之重大傷病卡與醫師

診斷證明者。 

（二）需設籍於臺北縣。 

 

                                                 
137 可參考本論文附件慈芳關懷中心訪問紀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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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所也採取美國會所模式，目前正申請 ICCD 認證中，中心利用蜂巢圖像方

式，將其會所之抽象理念成為以下之架構如下圖（圖七）： 

 

慈芳關懷中心簡介

會議

伙伴關係

物
質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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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過渡性就業

會議

 
圖七 慈芳關懷中心 

 

   該會所並以以下圖之蜂巢計畫作為其治療模式，詳如下圖（圖八）： 

慈芳蜂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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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圖八 慈芳關懷中心之蜂巢計畫 

 

 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本研究依據 1次深度訪談會所中心戴雅君主任以及北市康劉蓉台總幹事後

138，整理目前該會所經營管理之狀況與困境，簡要說明如下：  

（一）會所現況：會員總人數 182 人，固定出席 72 人，平均每日 25.6 人。

專業人員人數：正式 5名，包括主任一名，社工一名，輔導員 2名，行政助理 1

名。 

（二）會所成立原因：會所原址為「慈芳庇護工廠」，後來就地改制，受政

府委託辦理，定位為「社會福利服務機構」，與「活泉之家」不同，其屬於日間

照護。 

（三）會所主要經費來源：由台北縣政府社會局補助 300-350 萬元/年，衛

政未補助。約 85％-95％由政府補助，其餘為私人小額捐款，平均 20-30 萬元/

年。多由社政單位補助，其次是勞政，最後才是衛政。自籌經費多來自義賣，收

入很少。 

（五）會所獨立性：因為委由台北市康復之友協會公辦民營，所以成立立案

後，即獲得獨立法人資格，會所接受北市康提供經營管理所需之人力、知識之協

助、督導，以及經費協助等。 

（六）會所之資源網絡：目前並未與醫療機構策略聯盟，若有醫療需求，可

以轉至醫療機構。目前亞東醫院精神科主任為顧問委員之一，可以協助處理醫療

問題。目前以非正式方式連結各項資源。 

（八）會所之使命、願景、策略：使命係以「以人為中心」，去關懷人，重

在內在改變的動力。願景則是包括對自己/社會提供機會，提供生命故事使社會

接納會員（精神障礙者），倡議去污名化等，提供具體活動，例如戲劇展演、舞

台劇等。策略上以申請 ICCD 國際認證為目標。 

（九）核心能耐、核心資源：競爭優勢在於 ICCD 認證，以及會所與工作坊

不同，會所氣氛、關懷會員喜歡參與，會員被理解、被關心而共同討論、參與，

不以報酬為誘因，建立伙伴關係。 

（十）經營管理上的困難：均由社政單位提供開辦費，約 70 萬元，另外每

年補助資本門約 30-40 萬元。衛生局提供社關員方案，3-6 人/年。房租 37000

元/月，約 200 坪，場地屬於勞工局財產。經營管理上接受政府補助比例高，需

要北市康協助支援。 

（十一）績效指標：績效指標，在量方面，以每日出席人數計算。在質方面，

以主觀經驗（例如滿意度）評估。 

（十三）資源網絡：北市康可以提供人力、知識協助（例如督導）以及經費

（募款）等。 

（十四）未來的規劃：（1）希望增加過渡就業機會：目前有 4 職場、6 職缺，

包括：誠祐藥局、漢嶺舊衣回收、盲人重建院（清潔工作）（有簽約）、北市勞工

局（清潔工作）。條件：只要會員有意願，符合職場要求即可，工作時間 4小時/

天。目前工作性質，屬於低階性質，簡易、反覆性工作。會所會提供 10 天密集

                                                 
138 詳細訪談資料，請參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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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目前過渡性就業會員共計 6人，支持性工作 3人。（2）會引進國際資源

（ICCD）：目前已經申請、正在認證中。（認證費用自付），原因在於認證可以提

供學習、提升品質。 

 

綜合以上資料，該會所經營管理在資源管理上遭遇幾項重要問題，整理如下： 

（1）外部資源連結與依賴：主要資源連結，還是以北市康為主，去連結其

他資源。會所目前並未與任何醫療機構、非營利組織、企業等做垂直或水平之策

略聯盟，但實際上有非正式資源網絡。因為政府補助約占經費之 85％-95％，故

依賴政府程度高。 

（2）外部資源獲得與喪失：在經費上，除小額募款自籌外，經費來源還是

以政府補助占大部分，若無政府支持，很難維持經營。在其他資源上，還是以北

市康為主。 

（3）內部資源與核心能耐強化：會員總人數 182 人，固定出席 72 人，平

均每日 25.6 人，出席人數比例高。 

 

因此，基於以上經營管理之探討，本文認為，慈芳關懷中心其關鍵成功因素

在於出席人數高，社政單位補助穩定（每年補助），未來之經營管理，比康盟更

需要降低政府補助經費比例，增加自籌經費比例，雖然其出席率高，但還是需要

建立除會員出席率外之績效指標，並以一套有效經營管理模式獨立運作，以達成

其使命。 

 

第二項  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附設臺北市私立活泉之家139： 

 

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係由劉俠女士經過臺北市社會局核准同意後於西元2004

年 4 月 9 日所創辦，該基金經營管理之理念，一向秉持「服務弱勢、見證基督、

推動雙福、領人歸主」之理念，提供弱勢之失能家庭各項社會福利服務。 

 

該基金會自西元1999年即開始籌劃創新之精神障礙者之社區服務，西元2000

年先以方案之方式，試辦小型之實驗計畫後，西元 2003 年才開始籌設服務機構，

於 2004 年完成機構之立案，並引進在美國「會所模式」，內政部自西元 2004 年

起補助，且中華社會福利聯合勸募協會也於西元 2006 年、2007 年補助，使得該

會所得以持續發展其規模。 

 

該基金會附設臺北市私立活泉之家，於西元 2007 年 1 月 31 日成立，為我

國首座以「會所模式」經營之精神障礙者服務機構，其為精神障礙者進入社會之

仲介融合機構，其方式係以精神障礙者不以病友身分，而在自願、自由、自主之

原則下，以會員方式加入，未來以取得國際會所中心認證及國際會議主辦權為目

                                                 
139 http://www.npo.org.tw/NPOInfo/list.asp?OrgID=5364，最後瀏覽日 2009 年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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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若會員一旦加入時，即成為會所之永久會員。在設備之硬體，採取開放、舒

適之空間，使「活泉之家」如同會員之第二個家。 

 

活泉之家之服務對象140為：  

（一）設籍臺北縣市且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之 15 至 65 歲精神障礙者或合併精神障

礙之多重障礙者。 

（二）且未有自傷或傷人之行為者。 

 

會所可提供之服務項目，包括：個案管理, 日間照顧, 休閒娛樂, 聯誼活動, 

復健服務, 就業資訊, 就業輔導, 社工實習, 社福資訊。 

 

依據深度訪談「活泉之家」負責人梁瓊宜主任，她表示141，目前會所經營管

理之狀況與困境，簡要說明如下： 

（一）會所現況： 該會所於西元 2004 年立案，法律上屬於獨立組織，房舍

40 坪，來自於基金會自購，未申請政府補助，目前以日間照護機構立案，歸社

政單位管轄。會所總會員數 219 人，活躍會員（每月至少出席一次）63 人，平

均每日出席人數 26.4 人。專業人員人數共 9 位，主任一名，組長（社工）一名，

社關（心理系）一名，就服（社工）2名，（屬於社政系統之）教保員（心理、

社工、社工、戲劇治療師/台大戲系）4名。社關、就服為一年一年依計畫申請

聘任。不包括醫師、護理人員、心理師，職能治療師在伊甸基金會有。 

（二）會所成立原因：伊甸基金會秉持 16 字箴言「服務弱勢、見證基督、

推動雙福、領人歸主」，自開始以提供（綜合障別）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為設立

之宗旨，因學者王增勇在介紹美國會所模式概念時基金會董事覺得可以補足當時

對於精障者資源不足情形，因此設置。 

（三）會所主要經費來源：設置活泉之家（開辦費）並未申請政府補助（未

申請原因，因為補助可以區分為補助個案組織二種，補助個案需強制個案出席活

動，與會所採志願性出席不同，所以不申請），建物等設置費全部由基金會出資。

目前每年依據政府公告計畫之條件申請設施、設備之補助，主要補助項目在於地

方（台北市政府）社政單位對於工作人員之補助（依據工作人員之學經歷做部分

補助，有甲、乙、丙分類補助標準）。目前經費來源，1/3 來自政府（依據政府

每年公告之計畫申請，一年性、不連續型計畫，政府單位包括衛生署/衛生局—

民國 99 年社區關懷訪問計畫，目前一名員額，西元 2009 年向勞政申請就業方案，

社政—日間照護機構），1/3 經費來自民間自籌（民間小額，包括 7-11、永寧基

金會、聯合勸募等直接給活泉之家）、1/3 由基金會補助（若其他經費不足時，

皆由基金會補足缺口）。 

（五）會所獨立性：一般會所成立方式有二：公設民營，或是，自設。活泉

                                                 
140 http://www.eden.org.tw，最後瀏覽日 2009 年 12 月 7 日。 
141 詳細訪談資料，請參見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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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非公設民營，可以自主，主管機關社會局不會干涉，可自主。而伊甸基金會

也不干涉，所以會所可自主。 

（六）會所之資源網絡：母基金會設置會所，並提供各項資源協助，上有區

長、總會階層，每月皆有聯繫會議。病人多來自康復之家（包括木柵、長安、中

華等）轉介而來，並未有正式簽約策略聯盟。會員就醫，仍然以原有就醫方式及

醫療機構為主。目前會所間每月有聯合督導。與企業之關係，在於過渡性就業（不

適用於評鑑標準）（非必要、必經之階段）：之前有一名成功個案，目前只有一名

過渡性就業，擔任某企業之行政助理工作，目前訓練期間共計七個月。目前正在

支持性就業之會員數約有 7-8 名。 

（八）會所之使命、願景、策略：願景為「會員能成為獨立自主的人」，亦

即「有權利為自己選擇、並承擔責任」，相當於賦權。 

（九）核心能耐、核心資源：自主性高。 

（十）經營管理上的困難：目前經營困難，主要在於社政、衛政、勞政資源

分割、未整合。以致於申請補助時，即使補助項目不同，卻被認為重複補助，而

無法申請補助。目前補助，主要在於人事費補助最足夠。 

（十一）績效指標：目前已經申請 ICCD 之認證，但還未認證通過。目前依

據 ICCD36 項指標自行檢視經營管理，並未另外訂立績效指標。 

（十三）資源網絡：與其他 NPO 組織關係，例如殘盟等，皆以議題作為合作

關係。會所與企業間最需要是過渡性就業服務。與其他 NPO 間關係或企業公益行

銷等，主要由基金會統籌負責辦理。目前正與家屬團體（台北市非正式組織）合

作。與康家合作，但與日間照護機構功能重疊而有競爭關係。 

（十四）未來的規劃：目前並未想申請成為 ICCD 的訓練中心，也暫時不考

慮增設另外成立會所之設置。希望對於政府補助 ICCD 教育訓練費用及定期認證

費用。因為 ICCD 訓練對象不只是專業人員而已，而且包括精神障礙者會員。 

 

依據深度訪談結果，目前會所經營管理之狀況與困境簡要如下： 

（1）外部資源連結與依賴：因為為基金會附屬，所以主要資源連結還是以

基金會為主，如同母親一般，提供開辦費用及自購場地，對於基金會依賴性高，

相反地，因為政府補助補助低，只佔 1/3，因此對於政府依賴性低，比較特殊。 

（2）外部資源獲得與喪失：獲得外部資源也是以基金會、政府公部門補助，

不過自籌款比例較高，約佔 1/3，比較高，也是比較特殊。 

（3）內部資源與核心能耐強化：外部資源最大為基金會附屬，因此即使政

府提供資源比例少，但可藉由基金會名義自籌或由基金會補助，因此可以提升其

核心能耐，目前也已經申請 ICCD 國際認證，以提升其核心能耐。 

 

因此，基於以上經營管理之探討，本文認為，其關鍵成功因素在於基金會穩

定支持，提供經費、技術及人力等協助，目前活泉之家之經費，除自籌外，還可

以由基金會補助，政府補助並非如其他會所占較大比例，即使缺少政府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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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還是可以維持其經營。 

 

第三項 新竹市心築關懷中心 

 

本會所「心築關懷中心」（Oasis Clubhouse），是由財團法人新竹市精神健

康協會（以下簡稱為協會）所附設142， 協會之宗旨為：（一）促進全民身心健康。

（二）協助精神障礙者獲得完善之醫療與復健。（三）爭取精神障礙者應有之權

益與福祉。（四）增進社會大眾對於精神障礙者之關懷與接納。其服務對象為慢

性精神障礙者及其家屬、重視精神健康之民眾。心築關懷中心為西元 2009 年 6

月 20 日成立，為截至本研究此時為止台灣最晚成立之會所，其與康盟所成立之

會所相同，以計畫方式成立，並未立案。 

 

依據深度訪談會所劉佳萍總幹事143，目前會所經營管理之狀況與困境簡要如

下： 

（一）會所現況：入會資格為設籍新竹市，領有精神疾病之重大傷病或身心

障礙手冊者。協會約 60-70 人，會所約 16-17 人，固定會員約 7-8 人，入會費

500 元，年費 500 元，因為需要費用，因此協會與會所會員會擇一參加。專業人

員人數共計 3人（社工 1人、社工助理 1人、社關 1人）。 

（二）會所成立原因：心築會所是台灣在北高二直轄市以外的地區所成立之

第一個會所。西元 2006 年 9 月至 96 年 9 月協會僅只一人，至西元 2007 年請社

工一人在成立會所之前，因為曾與康盟共同至韓國參訪訓練中心之會所(位於首

都首爾，為東北亞認證中心，對於會所強調會員之自發性，印象非常深刻，在心

有所感，回國後即興起成立之念所以在西元 2008 年以計畫申請之方式，向內政

部申請公益彩券補助後成立。 

（三）會所主要經費來源：主要經費來自內政部申請公益彩券補助計畫，補

助計畫期間西元 2008 年至 2014 年共計 7年，可以補助 1名工作人員薪資，但是

並不補助租金、開辦費等其他項目，目前專任社工小姐即是用此薪資補助所聘請

的專業人員。協會馬大元醫師為理事長，兼任，目前在大千醫院工作。劉總幹事

兼任。協會共計 4人專任。一年支出約 400 萬元。平常工作為相互支援、任務編

組方式運作。96 年新竹市政府補助協會，每月房租 10000 元，行政管理費 10000

元。會所於西元 2009 年 6 月 20 日成立，未立案，以計畫方式成立，並無法人資

格。由協會發文，向內政部以交誼中心名義申請補助，未有開辦費補助。會所支

出項目及費用，包括：工作人員 1 人（約 500000 元薪資），每月租金 20000 元，

每月一次督導出席費 2000 元，行政管理費一年 34000 元。因此一年約需 70 萬元

開支。協會於西元 2009 年 9 月至 99 年 9 月向青輔會申請人事補助，補助社工助

理 2人，一人為教師專業背景，一人為營養保健專業背景，月薪約 22000 元。協

                                                 
142 網站http://www.healthymind.org.tw/news-service.htm，最後瀏覽日 2010 年 8 月 8日。 
143 詳細訪談資料，請參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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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西元 2010 年 1 月 20 日至 2010 年 12 月 31 日向衛生署申請社關人力一人，

專業背景為社工144。新竹市精神健協會與會所共用同一層樓(4 樓)，總共 150 坪，

每月租金 30000 元，會所占 100 坪。會所與協會之財務分開，會所之收入來自指

定捐款，約 8000 元，會員收入一年約 5000 元，會所 98 年一年總支出，832289

元，因此，九成以上需要政府出資補助。 

（五）會所獨立性：協會可以提供人力資源、分攤租金、技術支援、申請活

動費用等，活動費用向內政部、勞委會申請。會所為附設，業務由協會負責。協

會並無委員會之設置，有設置顧問，成員包括議員、家屬等，理監事每三個月召

開會議一次。目前因為向新竹市政府申請補助計畫，所以協會需要接受機構評

鑑，受補助單位之監督。 

（六）會所之資源網絡：與企業間並無合作關係(包括公益行銷等)，資源網

絡主要靠協會連結。 

（八）會所之使命、願景、策略：協會之使命為：（1）促進全民身心健康。

（2）協助精神障礙者獲得完善之醫療與復健。（3）爭取障礙者應有之權益與福

祉。（4）增進社會大眾對於精神障礙者之關係與接納。會所之使命為「助人自助，

全力以赴」。與您一起做自己精神健康的主人。會所之願景為「在內政部公益彩

券補助計畫結束後能獨立自主經營」。會所在經營策略上之競爭優勢包括：（1）

專業人員少專業色彩低。（2）親和力強。（3）人少、組織扁平。競爭劣勢最主要

是募款能力差。 

（九）核心能耐、核心資源：專業工作人員對於會員之親和力強。 

（十）經營管理上的困難：會所經營管理之危機包括：（1）協會創會理事長

之理念是否得以延續(因連選連任一次共計四年任期)。（2）會所認證成立法人組

織需要經費，但目前經費不足，在當地新竹市已經有心理衛生協會成立之樂活

站，同時對於精障者提供類似之服務，即使新竹市有一千多名之精神障礙者，而

有競爭關係，同時減少資源重疊，需要做差異化經營。（3）協會理監事間對於會

所經營管理之基本理念缺乏共識，一部分延續協會理念以照護設置管理病人(父

權)之理念，然而會所強調賦權強調會員個人之自發性。 

（十一）績效指標：參考國際會所標準。  

（十三）資源網絡：本會所與慈芳關懷中心不同，非公辦民營之方式經營管

理，目前會所於西元 2009 年 5 月搬入現今地點，同棟大樓有包括心路基金會在

內之數個非營利組織，鄰近新竹市身心障礙福利服務中心，相互之間並無正式之

策略聯盟，但合作緊密。目前新竹市僅有一家精神科護理之家但無合作，日間型

                                                 
144 「精神病社區關懷照護計畫」（簡稱社關計畫），係為行政院衛生署於 2009 至 2012 年計畫實

施「新世代健康領航計畫」其中之一項工作「強化精神衛生體系及社區精神病人照護」項下工作，

此工作之目的，行政院衛生署為落實精神衛生法及提升精神病人社區照護品質，建立心理衛生保

健、精神醫療與精神復健三者並重之整體性精神醫療網絡。藉此補充源自 1997 年公共衛生護士

社區精神病人追蹤照護體系之不足。本計畫經費包括人事費 508836 元與業務費、雜支合計以一

年一個社區關懷訪視員 55 萬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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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神復健機構共三家，住宿型精神復健機構共二家，相互間並無正式之策略聯盟

關係。當地醫療機構包括署立新竹醫院、新竹馬偕醫院、國軍新竹地區醫院等若

有醫療需求，以國軍新竹地區醫院作為轉介醫院，同時可以辦理參訪活動。若有

緊急住院需求時，可以藉由緊急醫療網協助處理即可。 

（十四）未來的規劃：包括：（1）將會引進國際資源（ICCD），原因在於可

以順著軌道發展，短期內無法落實。會所經營的績效與績效指標依據 ICCD 標準。

（2）未來會所將立案成立獨立法人運作。（3）希望政府補助，包括補助人事費

（以 1：15 人力比）、人員教育訓練費用（包括 ICCD 訓練費用）、會所認證（ICCD

認證費用）、其他費用（租金等）。（4）政府依據 ICCD 標準作補助標準。 

 

    依據以上深度訪談資料，目前會所經營管理之狀況與困境，簡要說明如下： 

（1）外部資源連結與依賴：主要還是靠設立單位協會提供資源連結，依賴協會

協助分擔費用。 

（2）外部資源獲得與喪失：政府補助所佔經費高達九成以上，但主要政府經來

源包括青輔會、新竹市政府，自籌款所佔比例低，是其最需要強化部分。 

（3）內部資源與核心能耐強化：內部專業人員親和力強，可以協助會員連結其

他資源。 

 

因此，基於以上經營管理之探討，本文認為，其關鍵成功因素在於青輔會穩

定計畫支持（7 年）以及協會協助，目前心築關懷中心之經費來源，自籌比率低，

經費來源還是以政府補助占大多數，協會能補助之比例也低，不若其他會所有強

力之後援協助，例如活泉之家有伊甸基金會協助、慈芳關懷中心有北市康協助

等，因此若無垂直或水平之策略聯盟，還是需要與醫療機構、非營利組織、企業

等密切合作，否則若無政府支持，恐怕很難維持經營。 

 

第二節  國外模式 

 

我國近年來會所成立至今，除康復之友聯盟所成立二所之外，還有伊甸社會

福利基金會所附設之臺北市「活泉之家」、臺北縣「慈芳關懷中心」、新竹市「心

築關懷中心」，總計僅五所而已，但經由訪問與文獻回顧後，可以發現，各會所

皆在參考國外經驗後而成立，會所係出於特別為精神障礙者社區復健而成立，其

目的在於達成會員能在賦權後，自主獨立。 

 

目前國際上會所模式，皆源自於美國發軔於西元 1943 年精神障礙者之自助

團體，後於西元 1948 年在紐約成立活泉之家，後發展成精神障礙者與專業工作

人員「共同運作」之民間組織145。 

 

                                                 
145 http://www.iccd.org/index.html，最後瀏覽日 2009 年 12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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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所發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

簡稱 ICCD）於西元 1994 年成立，其成立乃為推展會所模式，因而制定會所標準

(standard)，其內容涵蓋過渡性就業、教育方案、住宿方案、日間工作方案等。

會所運作模式強調精神障礙者間、與工作人員間之互助關係，促進精神障礙者之

權益，並積極消除精障者之污名化。 

 

目前只有康盟二會所、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附設活泉之家、慈芳關懷中心申

請加入 ICCD，希望成為會員之一。心築關懷中心，因為新成立，尚未立案成為

獨立組織，還未申請，但也希望在獨立成為非營利組織後，申請加入。目前各會

所雖然尚未取得認證，不過皆已經參考 ICCD 會所標，先自行檢視其指標項目，

並曾至澳洲踏腳石會所、韓國首爾會所、香港會所等美國以外會所參訪交流，甚

至某些國外會所也來台灣訪問交流。 

 

台灣五會所能引進國際「會所方案國際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Clubhouse Programs）146，其根本目的，在於增強其治理能力與核心能耐，但與

此同時，也可以建立政府補助會所、會所向企業或社會大眾募款之依據。 

   如之前所提到，依據研究，將認證與未認證之會所作分析比較，即使二者在

組織之結構與資源相似，但經過ICCD所認證之會所，可以提供比較廣泛之復健服

務，同時可以達到較高之就業率147。因此，「國際會所發展中心」認證確實可以

作為經營管理參考之成效指標，同時也作為政府補助會所、會所向企業或社會大

眾募款之依據。 

 

   我國會所必須在認證前先依據「自我檢討認證指南」（Self-Study and 

Certification Protocol），作為「會所方案標準」之操作準則，進而再申請認

證。並且以該指南所訂之主要指標進行經營管理，管理指標包括會員總數、現在

活躍會員數目、每日平均出席率、工作日平均出席率、職員數目等。 

 

    另外，除活泉之家係由以照護身心障礙者為對象之伊甸基金會所成立外，其

他會所之成立，皆源自於以精神障礙者照護為對象之精神障礙者組織（康盟、北

市康、新竹精神健康協會），在其經營管理方面，參考美國經驗，或許可以增加

我國精神障礙者組織成功經營管理會所之參考，尤其在康盟結束三年試辦會所計

畫之後。 

 

                                                 
146 以下參考ICCD網站，http://www.iccd.org，最後瀏覽日 2010 年 5 月 15 日。 
147 在蒐集 71 認證會所與 48 未認證會所之操作遵從性(operation compliance)、支持服務

(support services)、職能服務(vocational services)、職能結果(vocational outcomes)等四

大類項目，做邏輯式回歸分析比較，發覺經過認證之會所比較有成效。參見Marcias,C., 

Barreira,P., Alden,M., & Boyd,J. (2001), The ICCD Benchmarks for Clubhouse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Quality Improvement in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Psychiatric Services, 

Vol.52, No.2, pp.20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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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康盟組織，與美國「全國精障聯盟組織」(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148，簡稱NAMI)相類似，NAMI其會員超過 20 萬人，是相當成功之精障者

團體，其成功，依據胡幼慧之見解認為主要有四項關鍵因素149：  

（1）成功之聯盟策略：不限於聚集精神障礙者本身而已，策略上連結志工、專

業人員、政治人士、媒體等不同領域之人。  

（2）自助互助及教育大眾：立即有效之行動，保障精神障礙者者。  

（3）監督及參與政策、立法：積極加入精神障礙者權益之促進與改革之核心，

並突破障礙。  

（4）進入研究、和未來發展機制之核心：確保真正合作之夥伴關係（true 

partnership），以推動有效治療之臨床服務之研究與應用。 

 

    因此，不僅會所需要參考國外經驗使會所能永續經營之外，與會所經營管理

息息相關之精神障礙者組織，也必然需要參考國外模式成功模式之經驗。 

 

第三節  我國會所模式之比較 

 

    本節將本文所探討研究之各會所個案，分別比較相關之經營管理指標以及資

源（包括財源、以及財源以外資源），分別如下表。 

 

我國精障者會所服務模式比較表（表九） 

  康盟台北會

所 

康盟高雄會

所 

慈芳關懷中

心 

活泉之家 心築會所 

主要補助

機關 

衛生署 衛生署 台北縣衛生

局 

台北市衛生

局 

新竹市 

設置方式 計畫委託 計畫委託 身心障礙福

利服務中心

日間照護中

心 

計畫委託 

成立時間 民國 96 年 民國 96 年 民國 94 年 民國 93 年 民國 97 年 

會員總數 261 125 187 162 70 

積極會員

總數 

80 53 80 50 17 

平均每日

出席人數 

26 19 30 17 8 

                                                 
148 http://www.nami.org 
149 胡幼慧，「胡幼慧副教授 1999 年與會的觀感」，於 1999 年參與NAMI於美國芝加哥舉行之 20 年

年會有感，取自網路「精神障礙資訊網」http://fengren.ngo.org.tw/nami/index.htm，最後瀏

覽日 2009 年 12 月 07日。 NAMI主張應將一般人常用「病人」一詞，應改以「消費者」（consumer）

代替，避免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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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策略比較表（表十） 

  MyHouse 慈芳關懷中

心 

活泉之家 心築關懷中心

設置方式 試辦計畫 正式立案 正式立案 計畫 

使命 √ √ √（與伊甸基

金會相同）

√ 

願景 √ √ √ √ 

ICCD 認證申請 √（申請教育訓練

中心） 

√ √  X 

正式與醫療機構合

作 

X X X X 

 

各會所財源比較表（表十一） 

  MyHouse 慈芳關懷中

心 

活泉之家 心築關懷中心

主要補助單位 衛生署醫事處 台北縣政府

社會局 

伊甸基金

會、台北市政

府 

青輔會、新竹市

政府 

資源性質 財源 財源 財源 財源 

補助款比例 53％ 85-95％ 66％ 

（公部門僅

佔 33％） 

90％ 

自籌款比例 47％ 5-15％ 33％ 10％ 

 

各會所財源以外資源比較表（表十二） 

  MyHouse 慈芳關懷中

心 

活泉之家 心築關懷中心

協助單位 康復之友聯盟 台北市康復

之友協會 

伊甸基金會 心築健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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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  √  √  √  √ 

技術  √  √  √  √ 

人才  √（主任、督導） √（總幹事） √（心理師）  √（理事長）

硬體（場地）  X  √  √  √（分攤） 

 

各會所資源連結比較表（表十三） 

  MyHouse 慈芳關懷中

心 

活泉之家 心築關懷中心

會所間 √ √ √ √ 

精神醫療機構 X X X X 

精神復健機構 X X X X 

企業 X X X X 

 

    經由以上五張表之比較，可以一窺彼此間在各項項目上之異同。 

 

第四節 會所經營管理新模式之建立 

 

第一項  公部門資之源連結與獲得 

 

    國內五會所不論哪一會所，皆有向政府申請補助，政府單位可能為中央層

級，也可能為地方層級，可能為衛政部門，也可能為社政部門，當然也包括其他

單位，例如青輔會，政府補助款所佔財源之比例，從最低 33％（活泉之家）到

最高 90％（心築關懷中心），除活泉之家有伊甸基金會作為強力之財源支持者外，

皆顯示公部門補助所佔比例皆超過一半，足以顯示政府補助對於會所資源之重

要，足以影響會所設置、持續經營與否之重要關鍵，當然是目前多數會所存在之

支持者。 

 

    由康復之友聯盟所附設 MyHouse 會所之經驗而言，會所除必需自行訂定績效

指標外，也需要配合訂定並達成補助單位（衛生署醫事處）之績效指標，二者間

對於績效指標之見解，因為對於會所理念之不同而有歧見，以致於三年試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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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行之過程中，曾有為配合政府採購法而改以招標方式競標，不過，因為會所

在台灣仍屬於草創發展時期，因此，終究還是由康復之友聯盟得標而繼續維持

MyHouse 會所之經營，不過，仍屬於曇花一現而已，終究結束營運。 

 

   不論招標與否，政府補助雖然提供開辦費設置，但總經費卻是日趨減少，且

補助方式（直接試辦補助或招標）、補助期間（有空窗期而無補助）、補助範圍（部

分或全部）等並非穩定與一致，以致於在補助且戰且走、見風轉舵之情形下，難

免需要主辦機構（康盟）之資源（財源、人力、之勢、技術等）協助，否則難以

度過一波波難關。 

 

    其他會所，所獲得之政府補助，相對就比較穩定與一致，尤其對於心築關懷

中心而言，成立最晚、規模最小、資源最少，卻仍然在辛苦中還能設置並存在，

主要在於青輔會提供長達 7年計畫之穩定、一致之補助，而且地方政府也提供補

助支持。 

 

    雖然政府公部門皆有補助會所之情形，但卻因為各自立場、補助方式、金額

等不同，以致於會所必需以不同計畫向不同申請補助，以致於更加重會所經營之

困難。本文認為，若在引進國際會所發展中心(ICCD)之國際標準認證下，建立會

所品質指標，同時可以減少公部門與會所見解之歧異，有共通之語言、相同之績

效指標，以整合中央、地方、各政府單位之資源補助，以穩定而一致之方式補助，

將有利於我國會所之永續發展。 

 

第二項  社會資源之連結與獲得 

 

    國內五會所與社資源之連結，可能以自己名義（慈芳關懷中心）或以所依附

之主辦機關去連結（康復之友聯盟、活泉之家等），但國內會所仍然是以所隸屬

於主辦機關去連結為主要方式，因此，不論政府補助或社會資源之獲得（例如募

款），還是以會所所隸屬於主辦機關之社會形象與地位為基礎，會所不易在開辦

之初即受社會大眾接受而提供各項社會資源因此，會所必需以其核心能耐、透明

經營管理資訊等長期建立其獨立之社會形象與地位，否則難以永續經營。 

 

    為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國內會所，不論是「獨立會所」（free-standing 

Clubhouses）或是「隸屬於主辦機關管轄之會所」（Clubhouses under an auspice 

agency）皆需要有一透明、公正足以使社會大眾信任之委員會成立，以便提供社

會資源給會所。 

 

國際會所發展中心依據「會所方案之國際標準」原則所制訂之操作標準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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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討認證報告」（Self-Study and Certification Protocol）150，為確保

及提升世界各地會所經營管理之品質，該「自我檢討認證指南」之架構依據「會

所方案標準」，依序檢視會籍（MEMBERSHIP）、關係（RELATIONSHIPS）、空間

（SPACE）、工作日（WORK-ORDERED DAY）、就業（EMPLOYMENT）、過渡性就業

（Transitional Employment）、支持性及獨立性就業（Supported and 

Independent Employment）、教育（EDUCATION）、會所的運作（FUNCTIONS OF THE 

HOUSE）、經費、治理及行政（FUNDING,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之外，

另外在指南手冊後面補充附上「行政監察部份」（ADMINISTRATIVE OVERSIGHT 

SECTION）這是原本在「治理」（governance）之外，另提出由會所行政監察團體

（the Clubhouse＇s administrative oversight body）包括「隸屬於主辦機構

轄下之會所」（Clubhouses under an auspice agency）與獨立會所（free-standing 

Clubhouses）二種，其重要事項，各別說明如下： 

（一）、獨立會所：有無「董事會」（the Board of Directors）151以及其功

能、角色、組織架構、成立之歷史、開會頻率、過去成果與缺點、未來展望等。 

（二）、隸屬於主辦機構下之會所（Auspiced Clubhouses）：說明會所與主辦

機構間監督、轉介、合作、治療團隊會議，會所有無「顧問委員會」（the Advisory 

Board），其角色、使命、委員成員背景與工作、與主辦機構董事會間之關係等。 

 

    不論以上何種委員會，二者皆是為達成會所品質、資訊透明等會所治理所必

要之制度性機制，而目前我國會所之運作尚在建制中，以便近日向國際會所發展

中心申請認證。 

 

第三項  醫療資源與核心能耐 

 

    我國五會所目前對於會員之加入會所，皆遵照會所方案之國際標準（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Clubhouse Programs）之會籍原則：「除非對會

所社群構成顯著及當下之危害，否則任何精神病人都可以加入而成為會員。」處

理，因此，即使會員仍有精神病之臨床症狀存在，只要其他會所會員及會所產生

危險(risk/danderousness)，皆可以依其意願來去會所參與各項方案之活動。 

 

   若會員因其病情惡化而發生危險時，國內會所會採取就近轉介至鄰近醫療機

構、送至會員原有就醫之醫療機構、轉送至精神醫療網等緊急處理，目前並未有

任何一家會所與醫療機構建立正式之醫療合作關係，以致於會員之平日例行就醫

                                                 
150 請參考本文附件（八）。 
151 依據「會所方案標準」第 32 條，董事會係由可以為會所提供財務協助、法律協助、立法協助、

消費者及社區支援、及倡議之成員所組成。（原文為：Standard #32 states that the Board is 

comprised of individuals who can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legal assistance, 

legislative assistance, consumer perspective, community support, and advocacy for the 

Club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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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緊急送醫，皆採取非正式管道處理。 

 

    除此之外，目前在會所工作之專業人員，有社工、（精神科）護理、心理、

職能等精神醫療專業人員，但沒有一家會所有醫師進駐會所擔任專職或兼職工

作，因此，在會所會員照護服務上，或許可以加入精神科醫師，或者，與精神醫

療機構建立醫療合作關係，以加強會員之醫療照護需求。 

 

    整理我國會所之類型，可以發現沒有任何一家會所隸屬於以醫療機構為主辦

機構之會所，亦即我國目前並無由醫療機構附設成立之會所，或許出於會所經營

管理之理念，不以醫療模式作為經營管理之理念，在強調會員賦權之核心價值

下，採取生態學模式或社會系統模式，避開精神疾病之診斷、功能高低，例如會

所方案之國際標準第 4條會籍部分，即宣示並強調「全部會員都有平等參與任何

會所之機會，並不因診斷或功能不同而影響。」雖然如此，其實，此標準似乎也

並不排斥會所由醫療機構作為會所之主辦機構。 

 

   因此，本文認為，若國內會所在引進國際認證之時，可與醫療機構建立契約

之合作關係，甚至由醫療機構設置會所，從而建立會員醫療需求之照護網絡，由

此而可增強會所內部之醫療需求以及在社區中之醫療支持服務（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152。 

 

第四項  破繭而出建立新模式 

 

    我國特別對於精神障礙者社區照護服務所成立之會所，儘管目前成立之會所

已經達到五家，尤其自第一家會所「活泉之家」於西元 2007 年成立至今，好像

速度頗快，但實際上康盟所成立之會所 MyHouse 就占 2家之多，且於有試辦計畫

而生、因試辦計畫終止而結束，前後僅三年而已，即使雖然曇花一現，但至少也

引起精神醫療、心理衛生等專業人士、以及一般社會大眾之注意。 

 

而且，可能不僅如此，會所 MyHouse 之曾經存在，也促使發現會所經營管理

新模式的建立，所研究之五所個案，所有會所皆非獨立成立，不論是以計畫方式

或是立案方式，皆需要有「母雞帶小雞」之成長過程，由「母雞」提供各項資源，

包括經費、人力、技術、知識等，尤其在經費部分，除非「母雞」財力雄厚，不

需要政府提供開辦費等資本門經費或提供場地，否則會所在開辦初期，還是需要

政府公部門提供相當經費，否則不容易成立會所，因此，是否獲得政府補助、補

助是否穩定持續，立即成為關鍵成功或失敗因素。 

                                                 
152
 會所方案之國際標準第 27 條：「社區支援服務由會所會員及職員提供。社區支援活動集中在

會所工作單位結構中，服務包括福利資格、居所、倡議、推廣健康生活型態、以及協助在社區中

尋求優質之醫療、心理、藥理和藥物濫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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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會所成立後，如何達成績效，繼續獲得政府補助變成非常重要，尤其是

當政府公部門補助項目不同、補助標準不一、前後補助項目及經費不一致、補助

政策不連續等，更容易造成已經成立之會所無法永續經營，因此，更需要面對如

何做好資源連結、獲取政府以及社會資源各項資源等問題，也因此各會所必須強

化內部核心能耐，提升經營管理能力。 

 

    由於政府補助會所，必然需要有一套績效指標之參考標準，在衛生署之見

解，係參考社區復健中心之指標，以總會員數、平均每日出席率、會員出席時間

長短、積極會員等指標做為參考，適用於會所，在會所之設置理念上，雖然未必

適當，但兼顧使命達成與永續經營之前提下，必然還是需要有如企業經營一般之

經營管理能力，但是其目的，不在於獲取利潤，而是在達成其使命，亦即實現會

所理念而使會員因獲得賦權而可獨立自主。 

 

    其中未來發展最關鍵之成功因素，即在於建立會所經營管理之標竿，可參考

並引進國際會所發展中心(ICCD)所發展之「會所方案之國際標準」、「自我檢討認

證報告」等認證，這些認證所需要之標準，也已經經過實證確認其在經管理績效

上之效果，因此可以在國際認證之基礎上，發展我國會所成立之新模式，政府依

據績效指標補助、評鑑、督導，會所並建立「董事會」（獨立會所）或「顧問委

員會」（隸屬於主辦機構下之會所），得以此在財務透明、內部資訊透明之前提下，

得向社會大眾募款自籌經費，甚至與企業結盟，做公益行銷等，並可以在建立合

作關係之下，打通現在「過渡性就業」不易且數量不足之關卡。 

 

第五項 會員自治與會所烏托邦之實現 

 

    會所之來源，係源自於美國「活泉之家」模式，其實這已無任何爭議，非常

明確，探究其源頭，其實係來自病友所成立之互助團體，在現實之醫療體系之外，

另外成立之團體，其目的在於復健，在本質上，也是病友團體，因此，會所，其

基本屬性，應屬以人為集合之人民團體，又其以精神障礙者復健為目的，不涉及

給藥、手術等醫療行為，因此，會所並非醫療機構。再者，會所，其設置之目的，

也並非以營利為目的，當然也應屬於非營利組織。比較接近其性質與理念者，為

「康復之友協會」，由康復之友協會之組成人員而言，不限於精障者，還包括精

障者以外之精障者家屬、社會人士，凡只要認同其組織之理念，不論是團體或個

人，皆可以申請入會。但會所之會員，僅限於罹患精神疾病之障礙者，始得加入。 

 

在台灣對於會所實際上之負責人，乃至於經營管理階層，是否仍由精障者分

工任職？依據本研究之深度訪談，不論屬於護理專業背景、社工專業背景、或是

心理專業背景，皆非精障者病友所擔任，比較特殊之處，並無醫師參與經營團隊

或擔任負責人，也因此，醫師或醫療機構，也只是會所外部合作、資源連結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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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一而已，一旦會所有醫療需求時，即採取轉送至醫院或其他醫療機構，作後

續處置。 

 

 至於會所之定位上，目前顯示雙軌制，可以由歸類於醫療體系內之機構或組

織協助成立，例如康復之友聯盟所成立之 MyHouse 北高二會所、新竹市精神健康

協會附設心築關懷中心，並且主要由衛生體系所主管。另外一軌，可由社政體系

內之機構或組織協助成立，例如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附設台北市私立活泉之家、

台北縣政府所委託公辦民營之台北縣慈芳關懷中心，主要由社政體系所主管。但

目前各會所因成立緣由、方式、資源取得來源等原因不同，故目前會所之定位，

並不是十分明確，尚有待釐清。 

 

 參與會所之會員，若為精障者，是否足以參與經營管理階層擔任職務？依據

現況，會員為精障者，只享受參與會所所提供各項服務，包括過渡性就業服務等，

但其實，若會員之能力足以擔任時，依據會所之理念，必然歡迎，因為賦權理念

之實現，必然須使會員能夠為自己負責，一旦當會員之能力不僅止於向會所外勝

任工作時，參與並分擔會所經營管理之業務時，理應鼓勵會員擔任。此外，就會

所之性質而言，屬於人民團體、病友互助團體，因此，會所若依民法第 47 條之

規定，社員資格之取得與喪失，為社團章程之應記載事項，只能依該規定取得或

喪失社員之資格。依此，即所謂之「社員權」，社員依據會員資格而取得之總會

出席權、表決權、被選舉權等各項章程所記載之權利。社員權之權利主體為社員，

其相對人主要是社團，因此，會所各項活動與經營管理，可藉由全體會員依章程

進行各項權利之實現，參與會所之活動。果真如此實現，會所之理念得以符合英

國於 2005 年所公布「精神能力法」前言之五大理念，並真正落實其理念，而不

使會所理念僅存於烏托邦之理想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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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對於包括精神障礙者在內之各類身心障礙者，我國自憲法、身心障礙者權益

保障法」（簡稱「身權法」）、精神衛生法等法規即有明文規定，並依此建構出對

於精神障礙者制度性保障。依據憲法第 10 條第 7項規定：「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

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練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

予保障，並扶助其自立與發展。」此規定為我國憲法上對於身障者權益所為之制

度性保障之規定，也是身權法與精神衛生法對於身障者乃至於精神障礙者權益保

障之上位規定。 

 

無疑地，精神障礙者屬於（簡稱「身權法」）中所適用保護對象之一（該法

第 5條），各級政府依據身權法第 12 條之規定，應按編列身心障礙福利經費之

預算。身權法第二章另規定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應整合提供身心障礙者所需之保健

醫療。衛生署依精神衛生法中第 8條之規定，應整合精神障礙者之四大需求，包

括就醫、就業、就學、就養等社區照護服務。因此衛生署依法應提供或委託民間

團體辦理精神障礙者社區照護之義務，也基於此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有補助會所之

法源，去建構完整精神醫療照護體系與相關之福利政策與保護措施。 

 

    其實，我國身心障礙者之福利政策與保護措施相當完善，不論在修法次數、

經費支出、社會運動之權益促進等議題上，皆在台灣社會發展上佔有相當重要之

地位，例如關係至所有身心障礙者福祉之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自西元 1980 年

6 月 2 日公佈實施後，歷經 11 次修法並修正變更名稱153
，相關子法規也超過 60

個。政府經費出之比例，往往占政府社會福利總預算一半以上。身心障礙者之教

養機構、家屬團體或其他人民團體，相較於其他社會福利機構，也是相較之下比

較多之類別。至於社會倡導功能，更是最早帶領台灣投入社會運動之主要力量
154。也因此，本研究就所涉及精神障礙者所受到政府福利政策與保護措施政策影

響下之會所經營管理問題，也就顯得非常重要，需要仔細深入研究與探討。 

 

   根據本研究，衛生署確實曾依上述法律之規定，為保障精神障礙者醫療與福

祉，落實制度性保障，而以計畫方式試辦會所設置，因此於西元 2007 年至 2009

年部分補助康盟辦理會所，並因此成立北高二會所MyHouse，會所成立期間僅有

三年，於西元 2009 年 12 月 31 日正式宣佈結束營運。在此期間內，多數期間雖

                                                 
153 原立法之名稱為「殘障福利法」，後於西元 1997 年 4 月 23 日變更名稱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後又於西元 2007 年 7月 11 日變更為今日之名稱「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 
154 黃育維(2002)，身心障礙福利政策的新思維：突破困境、發展資源、充權自立，社區發展季

刊，97 期，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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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來自政府（衛生署醫事處）之補助，但曾於西元 2008 年 10 月至 2009 年 5

月間，因為會所無任何來自政府補助下，康盟必須以自籌與募款方式維持二會所

之營運，顯示政府政策不穩定及前後不一致之現象。會所雖然有政府補助之奧

援，但因為曾有半年欠缺政府補助而耗竭康盟既有僅存之財務資源，且對於未來

經費等資源皆不確定之下，康盟不得不沈痛結束此會所模式之試辦155。 

 

    但康盟已經創造之會所模式，在有形之硬體設施固然結束，但康盟在結束後

立即接下會所模式之理念與精神，發展資訊平台、推動會所理念、倡議精神障礙

者之權益，、辦理全國會所專題演講以及案例討論，而且，未來將以會所教育訓

練中心作為規劃之目標。原有會所之會員，在權益不受損之情況下，轉介至其他

機構，台北MyHouse會所轉介至另一會所「慈芳關懷中心」，高雄MyHouse會所則

另外成立「高雄市視而不見關懷協會」156，以繼續提供會員服務。 

    因為政府提供補助之經費資源不穩定及前後不一致，以致於成為 MyHouse 會

所結束營運之主要原因，經由本研究探討其他三個會所之個案研究後，發現其實

政府補助經費，不論來自於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不論由衛政體系還是社政體

系，除活泉之家外，在各會所經費來源之比重皆超過一半，甚至高達九成以上，

可見政府公部門對於會所生存與維持，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也因此會所必須重

視政府資源之獲得、高度依賴此資源，但幸而會所之自主性並未受到影響，甚至

成立會所之組織，儘管提供許多資源、連結其他社會資源，但對於會所之經營管

理並未干涉，而且還在會所經費不足之下，提供經費彌補支出不足之困境。 

 

    或許會所由活泉之家最先開始成立，至今算來也不過 5 年而已，在經驗上、

經費上等亟需要政府與成立會所之組織積極協助始得以存在與繼續營運，但若要

考慮永續經營、實現使命，就必須增強其經營管理之能力，若以資源管理之角度

而言，本研究發現目前會所在經營管理，有以下之問題需要面對： 

 

（一）外部資源連結與依賴：主要資源連結，還是需要設置組織為媒介去連

結其他資源，包括政府補助費用。全部會所目前並未與任何醫療機構、非營利組

織、企業等做垂直或水平之策略聯盟，但實際上有非正式資源網絡，進行資源交

換。因為多數會所對於政府補助約占經費比例高，故依賴政府程度高，需要減少

對於政府補助之依賴程度。 

 

（二）外部資源獲得與喪失：獲得外部資源也是以基金會、政府公部門補助，

除活泉之家之自籌款比例較高外，其餘會所自籌款比例較低，需要快速提升自籌

款比例，否則一旦政府補助減少或停止，即可能發生停止營運之危機。 

                                                 
155 中華民國康復之友聯盟(2009)，前引註 132。 
156  「高雄市視而不見關懷協會」部落格http://tw.myblog.yahooo.com/khshouse，所謂之「視

而不見」(oversights)，係指「看見我們的存在，存在在我們彼此的看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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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部資源與核心能耐強化：獲得外部資源可以提升會所之核心能耐，

除國內資源外，各會所均計畫與正在申請 ICCD 國際認證，以提升核心能耐。 

 

    除以上問題之外，各會所對於經營管理所必須使用之績效與策略工具，例如

平衡計分卡等，並未使用，也許經濟規模尚未達到一定之程度。不過，若要永續

經營管理，會所此類之非營利組織必然需要向營利之企業界學習經營管理之方

法。也由於目前醫療體系已經轉向營利方向之時，大型醫療機構，多已經使用平

衡計分卡等績效與策略工具協助經營管理，因此，可與其建立略聯盟關係，學習

組織所需之經營管理之道。 

 

在目前即使醫療機構位居在非營利產業中，但實際上與營利企業相同，皆汲

汲為利，目前正當社會企業責任風潮正夯之際，也許醫療機構與企業可以在回饋

社會之際，考量與會所建立合作關係，或捐助經費、或提供其他會所所需之資源，

以促進精神障礙者之福祉。 

 

第二節  管理意涵 

 

    由於政府補助因為財政拮据，勢必會減少補助，由衛生署補助之資料顯示，

在 98 年大幅減少，將原本包括投入於設施等費用之資本門在 96 年即已終止，僅

提供人事費、業務費等經常門經費而已，各會所之經營管理，不得不需要重新檢

討改進！改進之道，首要之務，即在於如何繼續獲得政府所提供之資源，尤其是

剛開始創辦立案時，需要設施、設備之補助等資本門，逐漸減少依賴政府資源，

降低政府補助佔總收入之比例。在此之外，還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開發新資源：與企業合作，包括公益行銷、異業結盟等。 

 

（二）減少成本：增加效率，訂定績效指標。 

 

（三）ICCD 認證：加入國際認證，其優點在於，可以建立政府補助之標準，也

可以確保國際品質、建立品牌形象、獲得國際知識與技術等資源。 

 

（四）設置委員會審查機制：會所不論是屬於獨立型會所或是隸屬於主辦機關之

會所，會所內部應設置委員會，聘用引進外部獨立、公正之人士，以便審查內部

業務，使內部財務等資訊透明，可增加外部資源連結，尤其是社會大眾會因為會

所財務公開、透明，而願意給予資源挹注，會所對外募款也較容易，依此可提高

自籌款之比例，減少政府補助之比例，當然也因此增加會所治理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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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康盟在結束營運時所揭示之呼籲：「Clubhouse 精神不死，MyHouse 不

倒！」確實，MyHouse 憑藉著任務終了而轉型，在將會員移轉之時，並同時將自

身之定位做大幅調整，不再自己設置會所，而是採取類似 Stepping Stone 會所

方式，提供其他會所之教育訓練與資訊平台，同時在資源上做連結與整合，以增

加、提升精障者團體及家屬團體之福祉，然而經由本研究之探討，發現會所若需

永續經營時，必須在政府補助之下，能夠提升本身資源連結與整合、增加資源來

源，尤其是募款等自籌財源，否則在資源依賴比重較高之情形下，很難達成自己

既定之使命，很難實踐預定監督政府與社會公益倡議之角色。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而不是採取量性研究之方式，因此在探討我國導入精

神障礙者病友團體「會所」模式時，僅能以國內五所會所進行多元個案研究，將

第一部門政府補助康盟下之試辦計畫，與相類似之會所進行比較，在探討各會所

之經營模式後，試圖建立新經營模式，因此，在有限比較樣本之下，可能無法代

表整體會所可能遭遇到所有會所經營管理之困境。 

 

    對於未來可能產生精神醫療醫療機構附設會所之新類型，也只能以目前會所

類型之關鍵成功與關鍵失敗因素去推想，暫時欠缺實證基礎之資料，此也是本文

研究之限制。 

 

第四節  未來研究建議 

 

    由於目前國內會所正處於剛起步設置之階段，規模並不大，並未使用平衡計

分卡類之績效與策略工具，另外對於會所內部自治機制，目前也欠缺，至於國際

ICCD 認證機制，還在進行階段，因此在台灣如何運作、成效如何？是否會變成

「橘越淮為枳」水土不服呢？何時引進國外會所國際標準(ICCD)最適當之時機?

我國會所又會不會變成與現在醫療機構或是健康產業走向營利性質而不是非營

利組織？病人之自治能力是否足以取代目前以專業工作人員為主導之經營模式

呢？這些可能之問題，還需要再加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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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會所訪問大綱 

 

訪問日期： 

 

訪問說明： 

   雖然「會所」(clubhouse)早已經於 1948 年在美國紐約市開創「活泉之家」

(Fountain House)，但台灣在精神疾病防治體系的建構，一直先以醫療機構等機

構設置為優先發展的目標，隨後約在 1980 年代才逐漸開啟社區復健與復健機構

的發展，雖然民間已經有精神復健組織的成立，但以「會所」為目標成立的精神

病病友組織，遲至近年來才開始先後成立，不過目前僅有數家之多而已，而其中

康復之友聯盟所成立的會所，卻又因故不得不終止其業務，因此個人在考量如何

積極維持在台灣所新創設的會所組織模式之時，於此借重您的經驗與見解，以「資

源」為基礎的觀點，進行訪問的研究。 

    您所接受訪問的內容，若非經您同意，絕對不會洩漏您個人的基本資料。至

於組織可能涉及的商業或業務機密，也比照辦理。 

 

一、個人的基本資料： 

性別：男/女 

年齡： 

從事精神（復健/行政/臨床）的年資：  年   月 

目前職稱： 

目前職務任職年資：   年  月 

專業背景：（醫師/護理/社工/心理/職能/其他） 

 

 

二、服務所在組織的基本資料： 

名稱： 

成立時間： 

專業人員人數： 

專業背景分佈： 

會員（病友、家屬、其他）人數： 

 

 

三、訪問大綱： 

1.貴機構基於何種原因想要設置會所？設置時是否有政府經費補助或民間機構

贊助？補助或贊助的經費多少？設置後還有政府經費繼續的補助或民間機構繼

續的贊助？繼續補助或繼續贊助的經費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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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單位： 

衛生單位（衛生署醫事處/衛生署國健局/衛生局/其他衛生單位） 

社政單位（內政部/社會局/其他） 

 

 

2. 貴機構用於會所的經費（新台幣/年）多少？經費多少？來源（自籌、政府補

助-哪些機關或部門、企業、其他非營利組織等）有哪些？ 

 

 

3.會所與康盟間關係為何？（人力、經費、技術或知識支援）？並可提供哪些資

源？ 

 

 

4. 政府或民間除在財務上，提供資源外，還提供哪些資源協助（資訊、名稱品

牌）？還有哪些資源需要協助？ 

 

 

5. 有無策略聯盟（垂直或水平）的精神照護機構（精神科護理之家/精神復健機

構[日間型/住宿型]/心理[治療所/諮商所]）？可在哪些方面獲得協助？ 

 

 

6.貴機構的使命（或稱宗旨）（mission）、願景(vision)為何設置會所的使命、

願景又為何？經營管理策略為何？有哪些競爭優勢（核心能耐、核心資源）？ 

 

7.原設置會所成立後所遭遇的經營管理上的困難有哪些？有哪些獲得解決？哪

些無法解決？為何結束會所的設置？原因為何？ 

 

8.貴機構引進國際資源（ICCD）的原因為何？會所經營的績效與績效指標為何？ 

 

9.貴機構期待政府、其他營利或非營利組織如何協助？在接受協助後，自主性是

否曾經受到影響？(貴機構若無本身以外的資源時，可否獨立經營？)與政府間關

係為何（競爭關係、協力或伙伴關係、受監督關係、皆有）？與其他菲政府組之

間關係（競爭關係、協力或伙伴關係、受監督關係、皆有）？ 

 

10.未來的規劃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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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深度訪談康復之友聯盟 

 

受訪組織：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復之友聯盟（簡稱康盟） 

訪問日期： 

99 年 5 月 27 日(週四)下午 3：00-5：00 

99 年 5 月 31 日（週一）上午 9：00-11：30 

 

受訪者：王珊理事長、陳萱佳組長。 

 

二、受訪組織的基本資料： 

康盟會員包括病友、家屬、其他人。 

會所每日出席會員約 30 人，病人依據自己以自由意願決定出席時間。但會

所入會會員共計 297 人。會所會員之入會條件，與康盟不同，只限於罹患精神病

之病人（病友），並不包括病人以外之家屬等人。會所：人力編制，一般而言，

工作人員有主任 1人，另外 4人，共計 5人。在設置初期，還另外有康盟支援之

督導 1人（滕西華）協助業務發展。專業人員背景為（臨床或諮商）心理、社工，

無醫師、護理、職能。業務分成二部門：（一）行政文書教育部：2人。（二）環

保膳食販賣部：2人。 

 

三、訪問結果： 

1.貴機構基於何種原因想要設置會所？設置時是否有政府經費補助或民間機構

贊助？補助或贊助的經費多少？設置後還有政府經費繼續的補助或民間機構繼

續的贊助？繼續補助或繼續贊助的經費多少？ 

答： 

康盟發覺在台灣精神復健機構皆是依據同一標準作業，缺乏個別化治療模

式，需要不同之復健模式。會所對個案，可以提供直接服務、就業輔導等，滿足

個案四大需求，包括就學、就業、就養、社交，可陪同或協助會員就醫治療，但

是會所本身不提供任何與醫療或藥物相關之治療！社交需求，包括就業晚餐、週

六與節慶當日之慶祝同歡活動。在倡議部分，（主任）可以自行或帶領會員共同

以演講或演劇等各種展現會所特色的方式宣導會所模式。目前政府只重視在機構

式照護，對於居家照護、社區照護皆不足。政府長照中心應該至少有一為精神科

專人之設置，以便資源連結。 

會所對於精障者是唯一可以與病人共同一生的單位，除非有暴力、傷人情形

否則永遠接納、零拒絕。一般精障者在其他機構（例如遊民收容所等）不收。 

衛生署以試辦方式補助，公開招標補助，補助期間自民國 97 年.11 月至民國 98

年 5 月為止。96 年補助資本門，300 萬元/會所，共計 600 萬元。主要補助單位，

為醫事處，不包括國健局菸捐補助。會所募款來源，多來自藥廠、小額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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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事處提供會所開辦費，1個會所 300 萬元，服務量目標值 45 人。（北高共

計 600 萬元開辦費），一個會所每月之基本維持費：房租 10 萬元/月，人事費共

計 16 萬元，包括主任：4萬元/人，工作人員：3萬/人，共計 4人。水電費 3萬

元。一個會所每月至少 29 萬元支出。 

   慈芳工作坊，由北縣社會局以專案方式全額補助。伊甸活泉之家，內政部補

助，依據內政部「日間照護中心」標準補助。會所 My House，則是部分補助（約

佔 53％）（醫事處、政府公益彩券）、自籌款（藥廠捐助：辦理心靈影展、去污

名化活動等，並提供就業機會，募款、賣書，康盟經費支援）。 

衛生署補助共 3年，98 年 12 月 31 日補助結束。民國 96 年 1 月 1 日至 97 年 10

月 31 日補助第 1年開辦費、北高合計經常門 1100 萬元。另外在民國 97 年 1 月

1 日至 97 年 10 月 31 日（共 10 月）以公開招標方式補助 500 萬元。其中於民國

97年 11 月至 98 年 5月完全沒有無補助！後來又於民國 98年 6月 17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只補助台北會所而已。 

內政部曾於民國 98 年 4 月至 12 月間補助 8個月，活動費 100 萬元。會所結

束營運後，高雄會所已經獨立轉型成「視而不見」會所，而高市社會局有每年一

人之人事補助費。 

 

2. 貴機構用於會所的經費（新台幣/年）多少？經費多少？來源（自籌、政府補

助-哪些機關或部門、企業、其他非營利組織等）有哪些？ 

答： 

一般經常費用：台北會所 150 萬元/年，高雄會所 100 萬元/年。經常費用（人

事/房租）：台北會所 25 萬元/月，高雄會所 15 萬元/月。不足部分，由康盟補助

（3年共補助 700 萬元）。 

 

3.會所與康盟間關係為何？（人力、經費、技術或知識支援）？並可提供哪些資

源？ 

答： 

康盟提供人力（督導滕西華、王珊理事長等，王珊理事長為會所之負責人）、

經費（3年共補助 700 萬元）、資源連結等。但 ICCD 要求會所不得隸屬任何單位，

但在台灣很難做到。（但可以成立會所之「諮詢委員會」獨立、自主運作，委員

包括病友組成）。向 ICCD 認證之負責人，為會所之主任。 

資源連結包括：台北會所：過渡性就業合作共 5 家，包括：老人照護（需證

照）（照護老人工作）2家、禮來藥廠、文山老人養護中心、揚森藥廠。高雄會

所：過渡性就業合作共 2家，包括：掃街工作、戲院工作。 

 

4. 政府或民間除在財務上，提供資源外，還提供哪些資源協助（資訊、名稱品

牌）？還有哪些資源需要協助？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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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會員做過渡性工作，例如轉介至揚森藥廠，從事摺 DM、貼郵票等工作。 

5. 有無策略聯盟（垂直或水平）的精神照護機構（精神科護理之家/精神復健機

構[日間型/住宿型]/心理[治療所/諮商所]）？可在哪些方面獲得協助？ 

答： 

目前並無正式簽約方式之策略聯盟，但會員來源係由心理衛生中心、馬偕醫

院、醫院以外之台北市康復之家、心湖坊等精神復健機構轉介而來，民間團體例

如心生活等也包括在內。若會員發病時，則由 119 送至醫院治療。因為會所性質，

並不會與醫院簽約合作。 

 

6.貴機構的使命（或稱宗旨）（mission）、願景(vision)為何設置會所的使命、

願景又為何？經營管理策略為何？有哪些競爭優勢（核心能耐、核心資源）？ 

答： 

使命即是爭取精障者權益。 

願景即是協助會員充權、自尊、自主、選擇、自我負責。 

策略即是建立 ICCD 會所準則。 

競爭優勢（與伊甸活泉之家不同），資源多、眼界大。 

 

7.原設置會所成立後所遭遇的經營管理上的困難有哪些？有哪些獲得解決？哪

些無法解決？為何結束會所的設置？原因為何？ 

答： 

目前政府補助標準問題有二：（一）、勞政單位：因欠缺「過渡性就業」補助

項目，故政府只補助「支持性就業」，因此，會所無法申請到補助。（二）、醫事

處：認定補助標準之指標，採取社區復健模式，只以實際到會所出席者（出席率）

為補助標準，但會所實際服務範圍，包括在宅會員、就業中會員等，不因場地而

限制服務。會員不打卡，隨時可來會所（包括假日），僅需簽到與簽退，對於平

日白天上班會員，會所藉由就業晚餐等方式提供就業中會員長久的支持體系。 

經營管理上的困難：（一）需政府補助或自籌才得以經營。（二）過渡性就業服務

內外落實度不佳，服務品質與廠商維持不易。（三）缺督導協助業務發展。（四）

未與其他會所交流。（五）需要建立專業人員訓練。五點困難中，又以（一）最

為需要解決之困難。 

    會所結束原因：（一）衛生署未能繼續補助（因為會所定位，被認為應該由

社政單位而非衛政單位補助）（未來政府改造後，二者合一時，即可解決此定位

問題）。 （二）聯盟設置會所，角色衝突。（康盟應該做倡權而非提供直接服務）。 

 

8.貴機構引進國際資源（ICCD）的原因為何？會所經營的績效與績效指標為何？ 

答： 

四年前康盟工作人員，曾去澳洲（Stepping Stone）認證中心，受訓 3週。

（認證費用高，需 10 萬元，定期需再認證繳費，一般認證後有效期限 1 至 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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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個別情形）（第一次與活泉之家一起去，第 2次與慈芳 easy house 一起去），

認證後有公信力、品質，目前國內無會所申請認證完成，只有申請中。 

會所經營的績效指標為 ICCD 準則執行之質與量分析。 

ICCD 可以提供以下三項資源，包括：（一）.導入新觀念（每年交流參觀訪

問）。（二）技術。（三）跨國性就業機會。但不提供任何經費補助，反而需要繳

費認證。 

 

9.貴機構期待政府、其他營利或非營利組織如何協助？在接受協助後，自主性是

否曾經受到影響？(貴機構若無本身以外的資源時，可否獨立經營？)與政府間關

係為何（競爭關係、協力或伙伴關係、受監督關係、皆有）？與其他非政府組之

間關係（競爭關係、協力或伙伴關係、受監督關係、皆有）？ 

答： 

政府提供經費補助（設置、經營）。衛生署很少干涉，所以會所自主性會不

受到影響。（但因以出席率作為績效指標，評估結果偏頗，無法呈現實際成效，

如：此績效即不包括在外從事過渡性就業等會員之就業支持與在宅會員關懷訪視

服務部分。） 

會所與政府間關係，為受監督關係，與其他非政府組之間關係為伙伴關係，

目前每月例行召開「全國會所聯繫會議」作為會所之橫向聯繫，因此，與其他會

所關係由競爭轉變成伙伴關係。會所之伙伴，還包括扶輪社、感恩基金會、康盟

等。 

 

10.未來的規劃為何？ 

答： 

（一）、社會倡議議題：在行政院及內政部政府部門（身權小組）倡議「住宅法」

（草案），實施「社會住宅」（只租不買賣，包括個別居、夫婦居、群居各類型，

依據慢性精障手冊 20％推估約需 20000 人之需求數），減少目前自有住宅比例，

同時提供弱勢族群居住需求。（香港社會住宅比例約 15％，而新加坡約 30％）。

↔（二）、設置「精障者充權資訊平台」：宣導理念（對等 平等）、溝通。 

（三）、對於精障者之照護納入長照體系之中。（四）、將增加設置會所之規定納

入法規修法中(精神衛生法§8、§12) (身障法§50、§51)。（五）、會所之角色改變

成為教育（認證）中心(如澳洲 Stepping Stone)：先申請通過 ICCD 認證，建立

國內評鑑標準，並可以作為政府補助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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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深度訪談台北縣慈芳關懷中心 

 

受訪組織：台北縣慈芳關懷中心 

 

訪問日期：99 年 6 月 10 日(週四) 15:30-17:30 

 

受訪者的基本資料： 

戴雅君主任、劉蓉台總幹事 

 

二、受訪組織的基本資料： 

慈芳關懷中心，於 2005 年 6 月成立，屬於公辦民營，由台北縣政府公開招

標，委託北市康辦理。專業人員人數：正式 5名，包括主任一名，社工一名，輔

導員 2 名，行政助理 1 名。會員人數：182 人，固定出席 72 人，平均每日 25.6

人。 

 

三、訪問大綱： 

1.貴機構基於何種原因想要設置會所？設置時是否有政府經費補助或民間機構

贊助？補助或贊助的經費多少？設置後還有政府經費繼續的補助或民間機構繼

續的贊助？繼續補助或繼續贊助的經費多少？ 

答： 

均由社政單位提供開辦費，約 70 萬元，另外每年補助資本門約 30-40 萬元。

衛生局提供社關員方案，3-6 人/年。房租 37000 元/月，約 200 坪，場地屬於勞

工局財產。 

 

2. 貴機構用於會所的經費（新台幣/年）多少？經費多少？來源（自籌、政府補

助-哪些機關或部門、企業、其他非營利組織等）有哪些？ 

答： 

多由社政單位補助，其次是勞政，最後才是衛政。自籌多來自義賣，收入很

少。 

 

3.會所與台北市康復之友協會間關係為何？（人力、經費、技術或知識支援）？

並可提供哪些資源？ 

答： 

北市康可以提供人力及知識協助，例如督導。經費（募款）等。 

 

4. 政府或民間除在財務上，提供資源外，還提供哪些資源協助（資訊、名稱品

牌）？還有哪些資源需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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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約 85％-95％由政府補助，其餘為私人小額捐款，平均 20-30 萬元/年。 

 

5. 有無策略聯盟（垂直或水平）的精神照護機構（精神科護理之家/精神復健機

構[日間型/住宿型]/心理[治療所/諮商所]）？可在哪些方面獲得協助？ 

答： 

目前並未與醫療機構策略聯盟，若有醫療需求，可以轉至醫療機構。目前亞

東醫院精神科主任為顧問委員之一，可以協助處理醫療問題。目前以非正式方式

連結各項資源。 

 

6.貴機構的使命（或稱宗旨）（mission）、願景(vision)為何設置會所的使命、

願景又為何？經營管理策略為何？有哪些競爭優勢（核心能耐、核心資源）？ 

答： 

慈芳關懷中心，原址為慈芳庇護工廠，後來就地改制，受政府委託辦理。定

位為「社會福利服務機構」，活泉之家不同，其屬於日間照護。 

使命「以人為中心」，去關懷人，重在內在改變的動力。 

願景（核心價值）：包括對自己/社會提供機會。提供生命故事使社會接納（會

員/精障者）。倡議去污名化等。提供具體活動（戲劇展演、舞台劇等）。 

競爭優勢在於：ICCD 認證，以及會所與工作坊不同，會所氣氛、關懷會員

喜歡參與，會員被理解、被關心而共同討論、參與，不以報酬為誘因，建立伙伴

關係。 

 

7.設置會所成立後所遭遇的經營管理上的困難有哪些？有哪些獲得解決？哪些

無法解決？那些機構（組織）可以協助解決？  

答： 

由社會局補助 300-350 萬元/年，衛政未補助。 

 

8.貴機構是否會引進國際資源（ICCD）？原因為何？會所經營的績效與績效指標

為何？ 

答： 

目前已經申請、正在認證中。（認證費用自付），申請原因在於認證可以提供

學習、提升品質。 

績效指標：量，以每日出席人數計算，質，以主觀經驗（滿意度）評估。 

 

9.貴機構期待政府、其他營利或非營利組織如何協助？在接受協助後，自主性是

否曾經受到影響？(貴機構若無本身以外的資源時，可否獨立經營？)與政府間關

係為何（競爭關係、協力或伙伴關係、受監督關係、皆有）？與其他非政府組之

間關係（競爭關係、協力或伙伴關係、受監督關係、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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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期待衛生署繼續補助。會所具有自主性。 

 

10.未來的規劃為何？ 

答： 

希望增加過渡就業機會，目前有 4職場、6職缺，包括：誠祐藥局、漢嶺舊

衣回收、盲人重建院（清潔工作）（有簽約）、北市勞工局（清潔工作）。工作條

件：只要會員有意願，符合職場要求即可，工作時間 4 小時/天。目前工作性質，

屬於低階性質，簡易、反覆性工作。會所會提供 10 天密集輔導。目前過渡性就

業會員共計 6人，支持性工作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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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訪談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附設台北市私立活泉之家 

 

受訪組織：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附設台北市私立活泉之家 

 

訪問日期：99 年 6 月 25 日(週五)  9：30-11：00 

 

受訪者的基本資料： 

梁瓊宜主任 

 

二、受訪組織的基本資料： 

   活泉之家於 2004 年立案，以日間照護機構立案，歸社政單位管轄，房舍 40

坪自購，未申請政府補助。會所專業人員人數：共 9位，主任一名，組長（社工）

一名，社關（心理系）一名，就服（社工）2 名，（屬於社政系統之）教保員（心

理、社工、社工、戲劇治療師/台大戲系）4名。社關、就服為一年一年依計畫

申請聘任。不包括醫師、護理人員、心理師，職能治療師在伊甸基金會有。總會

員數 219，活躍會員（每月至少出席一次）63 人，平均每日出席人數 26.4 人。

收案標準：精神障礙者，不必設籍台北市。 

 

三、訪問大綱： 

1.貴機構基於何種原因想要設置會所？設置時是否有政府經費補助或民間機構

贊助？補助或贊助的經費多少？設置後還有政府經費繼續的補助或民間機構繼

續的贊助？繼續補助或繼續贊助的經費多少？ 

答： 

伊甸基金會秉持 16 字箴言，自開始以提供「綜合障別」身心障礙者就業服

務為設立之宗旨，因學者王增勇在介紹美國會所模式概念時基金會董事覺得可以

補足當時對於精障者資源不足情形，因此設置。 

設置活泉之家（開辦費）並未申請政府補助（未申請原因，因為補助可以區

分為補助個案組織二種，補助個案需強制個案出席活動，與會所採志願性出席不

同，所以不申請），建物等設置費全部由基金會出資。目前每年依據政府公告計

畫之條件申請設施、設備之補助，主要補助項目在於地方（台北市政府）社政單

位對於工作人員之補助（依據工作人員之學經歷做部分補助，有甲、乙、丙分類

補助標準）。 

 

2. 貴機構用於會所的經費（新台幣/年）多少？經費多少？來源（自籌、政府補

助-哪些機關或部門、企業、其他非營利組織等）有哪些？ 

答： 

目前經費來源，1/3 來自政府（依據政府每年公告之計畫申請，一年性、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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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續型計畫，政府單位包括衛生署/衛生局—民國 99 年社區關懷訪問計畫，目前

一名員額，98 年向勞政申請就業方案，社政—日間照護機構），1/3 經費來自民

間自籌（民間小額，包括 7-11、永寧基金會、聯合勸募等直接給活泉之家）、1/3

由基金會補助（若其他經費不足時，皆由基金會補足缺口）。 

 

3.會所與伊甸基金會間關係為何？（人力、經費、技術或知識支援）？並可提供

哪些資源？ 

答： 

母基金會設置會所，並提供各項資源協助，上有區長、總會階層，每月皆有

聯繫會議。 

 

4. 政府或民間除在財務上，提供資源外，還提供哪些資源協助（資訊、名稱品

牌）？還有哪些資源需要協助？ 

答： 

需要政府補助，對於政府補助標準，可參考社政單位「綜合福利服務中心」

補助之方式，可以建議以下列二項做標準： 

（一）以工作人員與固定出席會員（每天出席或每週至少出席四天者）人員比，

1:4-7。 

（二）以活動方案為準，工作人員與非固定出席（活躍會員）間比例，1:10-15。 

依此，可以避免衛政單位全部仿照社區復健中心（日間病房）補助標準，以出席

率為標準。 

 

5. 有無策略聯盟（垂直或水平）的精神照護機構（精神科護理之家/精神復健機

構[日間型/住宿型]/心理[治療所/諮商所]）？可在哪些方面獲得協助？ 

答： 

病人多來自康復之家（包括木柵、長安、中華等）轉介而來，並未有正式簽

約策略聯盟。會員就醫，仍然以原有就醫方式及醫療機構為主。 

目前會所間每月有聯合督導。 

 

6.貴機構的使命（或稱宗旨）（mission）、願景(vision)為何設置會所的使命、

願景又為何？經營管理策略為何？有哪些競爭優勢（核心能耐、核心資源）？ 

答： 

願景為「會員能成為獨立自主的人」，亦即「有權利為自己選擇、並承擔責

任」。 

 

7.原設置會所成立後所遭遇的經營管理上的困難有哪些？有哪些獲得解決？哪

些無法解決？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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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經營困難，主要在於社政、衛政、勞政資源分割、未整合。以致於申請

補助時，即使補助項目不同，卻被認為重複補助，而無法申請補助。目前補助，

主要在於人事費補助最足夠。 

 

8.貴機構引進國際資源（ICCD）的原因為何？會所經營的績效與績效指標為何？ 

答： 

目前已經申請 ICCD 之認證，但還未認證通過。目前依據 ICCD36 項指標自行

檢視經營管理，並未另外訂立績效指標。 

對於會所之定位，與「職能」定位不同，職能以工作訓練為導向，做職前準

備（例如就服員，提供職前訓練、社會適應、生活重建）。但會所不同，以建立

會員自信與能力，並非以銜接就業、把就業當作為唯一的目標。 

 

9.貴機構期待政府、其他營利或非營利組織如何協助？在接受協助後，自主性是

否曾經受到影響？(貴機構若無本身以外的資源時，可否獨立經營？)與政府間關

係為何（競爭關係、協力或伙伴關係、受監督關係、皆有）？與其他非政府組之

間關係（競爭關係、協力或伙伴關係、受監督關係、皆有）？ 

答： 

與其他 NPO 組織關係，例如殘盟等，皆以議題作為合作關係。會所與企業間

最需要是過渡性就業服務。與其他 NPO 間關係或企業公益行銷等，主要由基金會

統籌負責辦理。 

目前正與家屬團體（台北市非正式組織）合作。與康家合作，但與日間照護

機構功能重疊而有競爭關係。 

會所成立方式有二：公設民營，或是，自設。活泉之家非公設民營，可以自

主，主管機關社會局不會干涉，可自主。而伊甸也不干涉，也可自主。目前不考

慮增設另外成立會所之設置。 

與企業之關係，在於過渡性就業（不適用於評鑑標準）（非必要、必經之階

段）：之前有一名成功個案，目前只有一名過渡性就業，擔任某企業之行政助理

工作，目前訓練期間共計七個月。目前正在支持性就業之會員數約有 7-8 名。 

 

10.未來的規劃為何？ 

答： 

目前並未想申請成為 ICCD 的訓練中心。對於政府補助 ICCD 教育訓練費用及

定期認證費用，ICCD 訓練對象不只是專業人員而已，而且包括精障者會員，也

需要一起補助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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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深度訪談新竹市心築關懷中心 

 

受訪組織：新竹市精神健康協會附設心築關懷中心（Oasis Clubhouse） 

 

 訪問日期：99 年 7 月 15 日(週四) 15:00-17:00  

 

一、受訪者的基本資料： 

劉佳萍總幹事（目前職稱：兼任總幹事，活力滿分社區復健中心負責人（服

務量 26 人，出席約 18-19 人） 

 

二、受訪組織的基本資料： 

心築關懷中心，成立於民國 98 年 6 月 20 日。目前會所共計 3 人（社工 1 人、

社工助理 1人、社關 1人）。入會資格為設籍新竹市，領有精神疾病之重大傷病

或身心障礙手冊者。協會約 60-70 人，會所約 16-17 人，固定會員約 7-8 人，入

會費 500 元，年費 500 元，因為需要費用，因此協會與會所會員會擇一參加。 

 

三、訪問大綱： 

1.貴機構基於何種原因想要設置會所？設置時是否有政府經費補助或民間機構

贊助？補助或贊助的經費多少？設置後還有政府經費繼續的補助或民間機構繼

續的贊助？繼續補助或繼續贊助的經費多少？ 

答： 

心築會所是台灣在北高二直轄市以外的地區所成立之第一個會所，成立原因

與經過，95 年 9 月至 96 年 9 月協會僅只一人，至 96 年請社工一人（即是繆小

姐）在成立會所之前，因為曾與康盟共同至韓國參訪訓練中心之會所(位於首都

首爾，為東北亞認證中心，對於會所強調會員之自發性，印象非常深刻，在心有

所感，回國後即興起成立之念。97 年以計畫申請之方式，向內政部申請公益彩

券補助，補助計畫期間 97 年至 103 年共計 7年，可以補助 1名工作人員薪資，

但是並不補助租金、開辦費等其他項目，目前專任繆小姐即是用此薪資補助所聘

請的專業人員。 

    協會馬大元醫師為理事長，兼任，目前在大千醫院工作。劉總幹事兼任。社

工羅小姐、就服員呂小姐，玄奘大學應用心理系畢業。協會共計 4人。一年支出

約 400 萬元。平常工作為相互支援、任務編組方式運作。96 年新竹市政府補助

協會，每月房租 10000 元，行政管理費 10000 元。會所於 98 年 6 月 20 日成立，

未立案，以計畫方式成立，並無法人資格。由協會發文，向內政部以交誼中心名

義申請補助，未有開辦費補助。 

    會所支出項目及費用，包括：工作人員 1人（約 500000 元薪資），每月租金

20000 元，每月一次督導出席費 2000 元，行政管理費一年 34000 元。因此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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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需 70 萬元開支。協會於 98 年 9 月至 99 年 9 月向青輔會申請人事補助，補助

社工助理 2人，一人為教師專業背景，一人為營養保健專業背景，月薪約 22000

元。協會於 99 年 1 月 20 日至 99 年 12 月 31 日向衛生署申請社關人力一人，專

業背景為社工。 

     

2. 貴機構用於會所的經費（新台幣/年）多少？經費多少？來源（自籌、政府補

助-哪些機關或部門、企業、其他非營利組織等）有哪些？ 

答： 

與企業間並無合作關係(包括公益行銷等)。 

 

3.會所與「新竹精神健康協會」間關係為何？（人力、經費、技術或知識支援）？

並可提供哪些資源？ 

答： 

會所為新竹市精神健康協會（以下簡稱協會）所附設，協會與會所共用同一

層樓(4 樓)，總共 150 坪，每月租金 30000 元，會所占 100 坪。雖然共用場所，

但會所與協會之財務分開，會所之收入來自指定捐款，約 8000 元，會員收入一

年約 5000 元，會所 98 年一年總支出，832289 元，因此，九成以上需要政府出

資補助。 

協會可以提供人力資源、分攤租金、技術支援、申請活動費用等，活動費用

向內政部、勞委會申請。 

 

4. 政府或民間除在財務上，提供資源外，還提供哪些資源協助（資訊、名稱品

牌）？還有哪些資源需要協助？ 

答： 

主要是提供經費補助。 

 

5. 有無策略聯盟（垂直或水平）的精神照護機構（精神科護理之家/精神復健機

構[日間型/住宿型]/心理[治療所/諮商所]）？可在哪些方面獲得協助？ 

答： 

本會所與慈芳關懷中心不同，非公辦民營之方式經營管理，目前會所於 98

年 5 月搬入現今地點，同棟大樓有包括心路基金會在內之數個非營利組織，鄰近

新竹市身心障礙福利服務中心，相互之間並無正式之策略聯盟，但合作緊密。目

前新竹市僅有一家精神科護理之家但無合作，日間型精神復健機構共三家，住宿

型精神復健機構共二家，相互間並無正式之策略聯盟關係。當地醫療機構包括署

立新竹醫院、新竹馬偕醫院、國軍新竹地區醫院等若有醫療需求，以國軍新竹地

區醫院作為轉介醫院，同時可以辦理參訪活動。若有緊急住院需求時，可以藉由

緊急醫療網協助處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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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貴機構的使命（或稱宗旨）（mission）、願景(vision)為何設置會所的使命、

願景又為何？經營管理策略為何？有哪些競爭優勢（核心能耐、核心資源）？ 

答： 

協會之宗旨為：1.促進全民身心健康。2.協助精神障礙者獲得完善之醫療與

復健。3.爭取障礙者應有之權益與福祉。4.增進社會大眾對於精神障礙者之關係

與接納。 

會所之使命為「助人自助，全力以赴」，與您一起做自己精神健康的主人。 

會所之競爭優勢：（一）專業人員少、專業色彩低。（二）親和力強。（三）人少、

組織扁平。但劣勢：募款能力差。願景：在內政部公益彩券補助計畫結束後能獨

立自主經營。 

 

7.設置會所成立後所遭遇的經營管理上的困難有哪些？有哪些獲得解決？哪些

無法解決？為何結束會所的設置？原因為何？ 

答： 

會所經營管理之危機：（一）協會創會理事長之理念是否得以延續(因連選連

任一次共計四年任期)。（二）會所認證成立法人組織需要經費，但目前經費不足， 

在當地新竹市已經有心理衛生協會成立之樂活站，同時對於精障者提供類似之服

務，即使新竹市有一千多名之精神障礙者，而有競爭關係，同時減少資源重疊，

需要做差異化經營。（三）協會理監事間對於會所經營管理之基本理念缺乏共識， 

一部分延續協會理念以照護設置管理病人(父權)之理念，然而會所強調賦權強調

會員個人之自發性。 

 

8.貴機構是否考慮引進國際資源（ICCD）？原因為何？會所經營的績效與績效指

標為何？ 

答： 

會引進國際資源（ICCD），原因在於可以順著軌道發展，短期內無法落實。會

所經營的績效與績效指標依據 ICCD 標準。 

 

9.貴機構期待政府、其他營利或非營利組織如何協助？在接受協助後，自主性是

否曾經受到影響？(貴機構若無本身以外的資源時，可否獨立經營？)與政府間關

係為何（競爭關係、協力或伙伴關係、受監督關係、皆有）？與其他非政府組之

間關係（競爭關係、協力或伙伴關係、受監督關係、皆有）？ 

答： 

會所為附設，業務由協會負責。協會並無委員會之設置，有設置顧問，成員

包括議員、家屬等，理監事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 

希望政府補助，可以接受依據 ICCD 標準作補助標準。（一）補助人事費：以 1：

15 人力比。（二）人員教育訓練費用，包括 ICCD 訓練費用。（三）會所認證：ICCD

認證費用。（四）其他費用；租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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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因為向新竹市政府申請補助計畫，所以協會需要接受機構評鑑，受補助

單位之監督。補助單位之重要性，依序為內政部、新竹市政府（社工、社福）、

青輔會、衛生署、勞委會。 

10.未來的規劃為何？ 

答： 

未來會所將立案成立獨立法人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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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深度訪談衛生署醫事處 

 

受訪單位：行政院衛生署醫事處心理衛生暨精神醫療科（第四科） 

 

受訪時間：99 年 05 月 23 日 

受訪者： 鄭淑心科長 

 

衛生署對於會所政策之說明 

    依據行政院衛生署醫事處對於精神障礙者社區交誼中心（會所）計畫案，衛

生署為倡導多元化精神復健模式，因此於民國 95 年 11 月開始以計畫方式給予非

營利組織部分補助，受補助單位為「中華民國康復之友協會」（簡稱「康盟」），

執行計畫期間自民國 95 年 11 月至 97 年 10 月，康盟在台北市及高雄市同時設置

一會所（亦稱「社區交誼中心」）。在此計畫結束後，後又於民國 98 年 2 月再次

辦理補助計畫，為此次以公告招標方式辦理，雖有三家民間組織投標，但最後僅

有康盟獲得 200 萬元補助，且因為審查補助時，認為高雄會所績效不彰，且已有

過剩之精神醫療資源可以使用，因此，僅補助康盟台北會所一處而已。 

    針對補助計畫，以鼓勵民間設置會所，依據衛生署醫事處統計民國 95 年至

98 年三年期間之補助經費，如下表： 

 

執行期間 經常門經費（元） 資本門經費（元） 合計（元） 

95.11-95.12 3,638,000 2,612,000 6,250,000 

96.1-96.12 6,330,000 0 6,330,000 

97.1-97.10 5,260,000 0 5,260,000 

98.6-98.12 2,000,000 0 2,000,000 

合計 17,228,000 2,612,000 19,840,000 

依據以上統計表，可知，衛生署補助會所總經費自民國 95 年開始至 98 年結

束，共計 19,840,000 元，除於民國 95 年一開始補助康盟設置而補助 2,612,000

資本門外，其餘大部分皆以經常門補助人事費、業務費等項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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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Clubhouse Programs 

會所方案之國際標準157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Clubhouse Programs, consensually agreed upon by the 

worldwide Clubhouse community, define the Clubhouse Model of rehabilitation. The principles 

expressed in these Standards are at the heart of the Clubhouse community’s success in helping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to stay out of hospitals while achieving social, financial, educational 

and vocational goals. The Standards also serve as a “bill of rights” for members and a code of 

ethics for staff, board and administrators. The Standards insist that a Clubhouse is a place that 

offers respect and opportunity to its members. 

會所方案之國際標準，定義會所復健模式，為全球會所社群所一致同意。會

所標準所訂之原則，為會所社群成功之核心，成功地協助精神病人離開醫院，同

時能達到社會、財務、教育、與職能之目標。會所標準也可作為會員之「人權法」

以及職員、委員會、行政人員之倫理原則。會所標準強調會所是一個能賦予會員

尊嚴及機會之處。 

 

The Standards provide the basis for assessing Clubhouse quality,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 (ICCD) certification process. 

經由國際會所發展中心(ICCD)之認證程序中，會所標準提供評估會所品質之

基礎。 

 

Every two years the worldwide Clubhouse community reviews these Standards, and amends 

them as deemed necessary. The process is coordinated by the ICCD Standards Review 

Committee, made up of members and staff of ICCD-certified Clubhous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全球會所社群每隔二年便會重新審查會所標準，並於須要時修訂。此過程由

國際會所發展中心標準審查委員會協調，該委員會是由「全球國際會所發展中心」

(ICCD)所認證會所之會員及職員所組成。 

 

 

MEMBERSHIP 

會籍 

1.Membership is voluntary and without time limits. 

會籍是採取自願和永久性質。 

                                                 
157本文所稱之「會所方案之國際標準」，係由國際會所發展中心(ICCD_於 2008 年 10 月修訂完成，

而「香港卓越之友」於 2008 年 10 月所做之中文翻譯版，另以「會所服務之準則」為翻譯名稱，

本文認為，此標準為全球會所社群而制定之國際標準，以作為設置標準，因此另採不同中文翻譯

以傳達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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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clubhouse has control over its acceptance of new members. Membership is open to 

anyone with a history of mental illness, unless that person poses a significant and current 

threat to the general safety of the clubhouse community. 

會所對於接納新會員有決定權。除非對會所社群構成顯著及當下之危害，否則任何精神

病人都可以加入而成為會員。 

3. Members choose the way they utilize the clubhouse, and the staff with whom they work. 

There are no agreements, contracts, schedules, or rules intended to enforce participation of 

members. 

會員可自行決定如何利用會所方式以及如何與那些會所職員共同工作之方式。會所不會

制訂任何協議、契約、時程表或規則來迫使會員參與。 

4. All members have equal access to every clubhouse opportunity with no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diagnosis or level of functioning. 

全部會員都有平等參與任何會所之機會，並不因診斷或功能不同而影響。 

5.Members at their choice are involved in the writing of all records reflect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clubhouse. All such records are to be signed by both member and staff. 

會員可依其意願涉及反映參與會所活動之記錄時，此類記錄必須由會員及職員共同簽

名。 

6.Members have a right to immediate re-entry into the clubhouse community after any 

length of absence, unless their return poses a threat to the clubhouse community. 

只要不對會所社群構成威脅，不論會員缺席多久，會員有權立即重返會所。 

7.The clubhouse provides an effective reach out system to members who are not attending, 

becoming isolated in the community or hospitalized. 

會所對於缺席會員、在社區中孤立之會員或住院之會員提供有效果之外展服務。 

 

RELATIONSHIPS 

關係 

8. All clubhouse meetings are open to both members and staff. There are no formal member 

only meetings or formal staff only meetings where program decisions and member issues 

are discussed. 

會員及職員可參與會所內之任何會議。會所對於任何方案決定或與會員有關事宜進行討

論時，此類會議不應僅限正式會員或僅限正式職員參與。 

9.Clubhouse staff are sufficient to engage the membership, yet few enough to make 

carrying out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mpossible without member involvement. 

會所有足夠之職員投入會所工作，至少足以承擔聯繫會員之責任。 

10.Clubhouse staff have generalist roles. All staff share employment, housing, evening and 

weekend, holiday and unit responsibilities. Clubhouse staff do not divide their time between 

clubhouse and other major work responsibilities. 

會所職員擔當通才角色，所有職員共同分擔雇用、居住、晚間與週末、和假期活動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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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之責任，會所職員無須去區別會所與其他重要工作責任之時間。 

11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clubhouse lies with the members and staff and 

ultimately with the clubhouse director. Central to this responsibility is the engagement of 

members and staff in all aspects of clubhouse operation. 

會所運作之責任是由會員與職員共同承擔，且由主任承擔最後責任。此種責任之核心係

以會員與職員參與所有會所運作。 

 

SPACE 

空間 

12.The clubhouse has its own identity, including its own name, mailing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會所擁有自己之身分，包括名稱、郵寄地址、及電話號碼。 

13.The clubhouse is located in its own physical space. It is separate from any mental health 

center or institutional settings, and is impermeable to other programs. The clubhouse is 

designed to facilitate the work-ordered day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attractive, adequate in 

size, and convey a sense of respect and dignity. 

會所有自己之物理空間，與其他精神健康中心或機構分開，不受其他方案影響。會所被

設計用來推行工作日，且同時具有吸引力、適當空間，並可傳達尊重和尊嚴之感覺。 

14.All clubhouse space is member and staff accessible. There are no staff only or member 

only spaces. 

會員和職員皆可進入會所內任何地方，並沒有劃分職員或會員專用之地方。 

 

WORK-ORDERED DAY 

工作日 

15.The work-ordered day engages members and staff together, side-by-side, in the running 

of the clubhouse. The clubhouse focuses on strengths, talents and abilities; therefore, the 

work-ordered day must not include medication clinics, day treatment or therapy programs 

within the clubhouse. 

工作日使會員和職員肩併肩攜手運作會所，會所注重會員優點、才幹與能力，因此，工

作日是不應在會所內包括藥物診療、日間治療或治療方案。 

16.The work done in the clubhouse is exclusively the work generated by the clubhouse in 

the oper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he clubhouse community. No work for outside 

individuals or agencies, whether for pay or not, is acceptable work in the clubhouse. 

Members are not paid for any clubhouse work, nor are there any artificial reward systems. 

會所之工作，是專為會所運作和加強會所社群而設。不論工作有無報酬，任何外界工作，

會所皆不接受。會員在會所之工作，是沒有報酬，也沒有任何人為獎賞制度。 

17.The clubhouse is open at least five days a week. The work-ordered day parallels 

typical working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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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每週至少開放五天，「工作日」時間應與一般辦公時間一致。 

18.The clubhouse is organized into one or more work units, each of which has sufficient 

staff, members and meaningful work to sustain a full and engaging work-ordered day.  

Unit meetings are held to foster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to organize and plan the work of 

the day. 

劃分會所為一個以上之工作單位，每一單位要有足夠之職員、會員及有意義之工作去支

持全部工作日之工作。召開單位會議是培養會員彼此間之關係、以及組織和計劃該日之

工作。 

19.All work in the clubhouse is designed to help members regain self worth, purpose and 

confidence; it is not intended to be job specific training. 

所有會所之工作是設計用來協助會員重拾自我價值、目標、信心，並非為進行特定之職

業訓練。 

20.Member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all the work of the clubhouse, including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intake and orientation, reach out, hiring,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of staff, public relations, advocacy and evaluation of clubhouse effectiveness. 

會員有機會參與會所內所有工作，包括行政、研究、迎接及導引新會員、外展、招聘、

職員訓練和評估、公共關係、倡議及評估會所成效。 

 

EMPLOYMENT 

就業 

21.The clubhouse enables its members to return to paid work through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Supported Employment and Independent Employment; therefore, the 

clubhouse does not provide employment to members through in-house businesses, 

segregated clubhouse enterprises or sheltered workshops. 

經由過渡性就業、支持性就業和獨立就業，會所能讓會員重獲有薪工作，因此，會所並

不會經由會內商業、附屬會所企業或庇護性工場提供會員就業。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過渡性就業 

22.The clubhouse offers its own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rogram, which provides as a 

right of membership opportunities for members to work on job placements in business and 

industry. As a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a clubhouse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rogram, 

the clubhouse guarantees coverage on all placements during member absences. In addition 

the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rogram meets the following basic criteria. 

會員有權參加會所提供之過渡性就業方案，在工商業界工作之機會。會所過渡性就業方

案之基本特點，是會所保證若會員缺勤，將會另安排人手頂替。此外，過渡性就業方案

須符合以下之基本要求： 

a.The desire to work i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factor determining placement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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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意願是決定就業機會之唯一首要因素。 

b.Placement opportunities will continue to be available regardless of success or failure in 

previous placements. 

不論會員之前之就業工作成功與否，會所仍將持續提供就業機會。 

c.Members work at the employer’s place of business. 

會員在僱主經營所在處工作。 

d.Members are paid the prevailing wage rate, but at least minimum wage, directly by the 

employer. 

僱主向會員直接工資，工資符合市場一般水平，且不少於最低工資。 

e.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lacements are drawn from a wide variety of job opportunities. 

過渡性就業工作來自於各行各業之就業機會。 

f.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lacements are part-time and time-limited, generally 15 to 20 

hours per week and from six to nine months in duration. 

過渡性就業工作是屬於兼職性和有時限性，一般而言，每週工作 15 至 20 小時，為期 6

至 9 個月。 

g.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members on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lubhouse, not the employer. 

在過渡性就業中挑選和訓練會員，是會所之責任，並非僱主之責任。 

h.Clubhouse members and staff prepare reports on TE placements for all appropriate 

agencies dealing with members’ benefits. 

會所會員和職員，向所有可增進會員福祉之適當機構，共同準備申報過渡性就業工作之

報告。 

i.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lacements are managed by clubhouse staff and members and 

not by TE specialists. 

過渡性就業工作是由會所職員和會員管理，而非由過渡性就業專家管理。 

j.There are no TE placements within the clubhouse.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lacements 

at an auspice agency must be off site from the clubhouse and meet all of the above criteria. 

會所之內不設過渡性就業工作。會所主辦機構所開設之過渡性就業工作，工作地點必須

在會所之外，且須符合上述所有條件。 

 

Supported and Independent Employment 

支持性及獨立性就業 

23.The Clubhouse offers its own Supported and Independent Employment programs to 

assist members to secure, sustain and subsequently, to better their employment. As a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Clubhouse Supported Employment, the Clubhouse maintains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king member and the employer. Members and staff in partnership, 

determine the type, frequency and location of desired supports. 

會所提供獨自之支持性及獨立性就業方案，以幫助會員獲得與持續就業，因而改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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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會所支持性就業之定義性特徵，即會所與會員和僱主保持關係。會員與職員為夥

伴關係，決定所需支持之種類、頻率及地點。 

24.Members who are working independently continue to have available all clubhouse 

supports and opportunities including advocacy for entitlements, and assistance with 

housing, clinical, legal, financial and personal issues, as well as participation in evening 

and weekend programs. 

正獨立工作之會員，仍繼續獲得會所所有支持和機會，包括倡議資格，在居住、臨床、

法律、財務和個人問題上得到協助，以及參與會所晚間及週末之活動。 

 

EDUCATION 

教育 

25.The clubhouse assists members to further their vocational and educational goals by 

helping them take advantage of adult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in the community.  When 

the Clubhouse also provides an in-house educational program, it significantly utilizes the 

teaching and tutoring skills of members.  

會所協助會員善用社區內之成人教育機會，來增進他們在職業與教育上之目標。當會所

也在內部提供進教育方案時，會明顯地利用會員之教授與教導技巧。 

 

FUNCTIONS OF THE HOUSE 

會所之運作 

26.The Clubhouse is located in an area where access to local transportation can be assured, 

both in terms of getting to and from the program and accessing TE opportunities.  The 

clubhouse provides or arranges for effective alternatives whenever access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is limited. 

會所所在之處，必須當地交通便利，不論以會員往來會所參予方案與過渡性就業機會而

言。若會所之公共交通受限，會所應提供或安排替代之交通工具。 

27.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members and staff of the clubhouse. 

Community support activities are centered in the work unit structure of the clubhouse. They 

include helping with entitlements, housing and advocacy, promoting healthy lifestyles, as 

well as assistance in finding quality medical, psychological, pharmacological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in the community. 

社區支援服務由會所會員及職員提供。社區支援活動集中在會所工作單位結構中，服務
包括福利資格、居所、倡議、推廣健康生活型態、以及協助在社區中尋求優質之醫療、
心理、藥理和藥物濫用服務。 

28.The clubhouse is committed to securing a range of choices of safe, decent and 

affordable housing including independent liv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members. The 

clubhouse has access to opportunities that meet these criteria, or if unavailable, the 

clubhouse develops its own housing program. Clubhouse housing programs me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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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mbers and staff manage the program together. 

b.Members who live there do so by choice. 

c.Members choose the location of their housing and their roommates. 

d.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re developed in a manner congruent with the rest of the 

clubhouse culture. 

e.The level of support increases or decrease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member. 

f.Members and staff actively reach out to help members keep their housing, especially 

during periods of hospitalization. 

會所致力於保障會員能各類可選擇安全、合適、負擔得起之居住，包括對所有會員獨立

居住之機會。會所可獲得找到符合以上準則之居住；若無時，會所會發展自己之居住計

劃。會所居住方案必須符合以下準則： 

a.會員和職員共同管理此項方案。 

b.會員入住是依自己選擇。 

c.會員選擇他們居住之地區與同住室友。 

d.政策與程序須與會所文化之其他部分一致性發展。 

e.給予會員支援之程度，會按其需要變化而增加或減少。 

f.會員與職員積極地外展去幫助會員管理他們之居住，尤其當會員住院期間。 

 

29.The clubhouse conducts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its effectiveness on a regular basis. 

會所定期對服務成效進行客觀之評估。 

30.The clubhouse director, members, staff and other appropriate persons participate in a 

three-week training program in the Clubhouse Model at a certified training base.  

會所主任、會員、職員和其他適當人士，在認證為訓練中心之會所，參與為期三週之訓

練方案。 

31.The clubhouse has recreational and social programs during evenings and on weekends. 

Holidays are celebrated on the actual day they are observed. 

會所有在晚間及週末舉辦康樂及社交活動，並於假日舉辦慶祝活動。 

 

FUNDING,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經費、管理及行政 

32.The clubhouse has an independent board of directors, or if it is affiliated with a sponsoring 

agency, has a separate advisory board comprised of individual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provide 

financial, legal, legislative, consumer and community support and advocacy for the clubhouse. 

會所有一個獨立董事會，若會所隸屬於一個主辦機構，則有一個獨立之顧問委員會，該

委員會專人提供財務、法律、立法、消費者和社區支持及為會所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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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The clubhouse develops and maintains its own budget, approved by the board or 

advisory board prior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fiscal year and monitored routinely during the 

fiscal year. 

會所發展與維持自己之預算，預算須由董事會或顧問委員會於會計年度開始前同意，且
在次年會計年度中例行受監督。 

34.Staff salaries are competitive with comparable positions in the mental health field. 

職員薪酬與精神健康領域同等職位是相當。 

35.The clubhouse has the support of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and all necessary licenses and 

accreditations. The clubhouse collaborates with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that can increase 

its effectiveness in the broader community. 

會所得到適當機構之支持，並有必要之證照及評鑑。會所與各界人士及組織合作以便在

更廣大社區中提升其服務效果。 

36.The clubhouse holds open forums and has procedures which enable members and staff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decision making, generally by consensus, regarding governance, 

policy making,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lubhouse. 

會所舉辦公開論譠，並有相關程序讓會員及職員能夠積極參與決策，通常藉由共識來決

定會所之治理、政策制定、未來方向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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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國際會所發展中心之自我檢討與認證報告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 

國際會所發展中心 
 

 
 
 
 

Self-Study and Certification Protocol 
自我檢討與認證報告 

 1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3

 

 Certification Self-Study 

認證自我檢討 

Name of Clubhouse:  
會所名稱： 
 
Clubhouse address:  
會所地址： 
  
Date of Certification Visit:  
認證訪查日期： 
  
Faculty Team:  
認證團隊： 
  
INTRODUCTION 
介紹 
 
Age of clubhouse:  
會所年紀： 
  
Briefly describe 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the clubhouse (free-standing, auspice):  
請簡述會所之行政架構(獨立、贊助)： 
  
Current clubhouse Director:   since   
現任會所主任                                     自從 
 
Total Membership since opening:  
自營運起之會員總數： 
 
Current Active Membership:  
現在經常出席之會員數： 
 
Average daily attendance:  
每日平均出席率： 
 
Average work-ordered day attendance:   
工作日平均出席率： 
 
Number of staff (including director):   
職員數(包括主任)： 
 
Number of work units:   
工作部門數： 
 
Describe the process the clubhouse used to prepare this Self-Study: 
請描述會所如何預備這份自我檢討： 
 
Describe an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clubhouse is facing that might have an impact on the certification visit (i.e. the 
clubhouse recently moved; new leadership; staff turnover; etc.): 
請描述會所可能會對認證訪查構成影響之任何特殊情況而 (亦即會所最近搬遷、新領導人、職員異動等)： 
  
Last certification visit date and outcome:   
上次認證訪查日期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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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list all of the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revious certification visit (if applicable). After each recommendation, 
describe the actions that have been taken to address the issue, and the current status. 
請列出上次認證訪查所有之建議(如可適用)。在每一建議後，請描述已經採取哪些行動處理該建議以及現在之

狀況。 
 
Provide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lubhouse’s greatest strengths. 
提供會所優點的簡略概要。  
 
Briefly overview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the clubhouse must now address, and the clubhouse areas most in need of 
improvement. 
請簡略地描述會所現正需要面對最重要之議題，以及會所最需要改進之處。 
 
 
MEMBERSHIP 
會籍 
 
Please consid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n assessing the clubhouse’s fidelity to these Standards. 
 
1. Membership is voluntary and without time limits. 
會籍是採取自願和永久性質。 

 
Are there members at the Clubhouse who, for any reason, do not believe that their attendance is truly voluntary (i.e. 
residential setting requires them to be out of the house)?  
會所之會員有沒有因為某種理由而不知道自己之參與是真正自願（亦即居住需要他們在居所之外）？ 
 
Describe any government or other funding contracts that effect the time a member can spend at the clubhouse.  
描述任何政府或補助契約會影響會員在會所之時間？ 
 
Where do referrals come from? 
會員轉介來源？ 
 
 
2.  The clubhouse has control over its acceptance of new members. Membership is open to anyone with a history 

of mental illness, unless that person poses a significant and current threat to the general safety of the 
clubhouse community. 
會所對於接納新會員有決定權。除非對會所社群構成顯著及當下之危害，否則任何精神病人都可以加入
而成為會員。 
 
Describe any screening process used. Is there a ‘trial membership’ or a Clubhouse committee to decide if 
someone is ‘a good fit’ for the Clubhouse, etc.? 
描述任何篩選會員之程序？是否有「試用會籍」或有「會所委員會」去決定某一個人是否適合加

入會所等等。 
 
Describe any funding-related regulations that determine who is eligible for membership.  
描述任何會影響會員入會資格之資助相關規定？ 
 
Does the clubhouse serve people who do not have a history of mental illness? If so, describe. 
會所是否會服務没有精神病病史之人？如有，請描述。 

 
How are decisions made about disciplinary actions, suspensions, etc.? How does the clubhouse decide if 
someone poses a significant and current threat? 
如果有會員構成顯著與當下之威脅時，會所會如何決定？這些會所決定關於紀律之行動（暫停出席等）

是如何產生出來？ 
 

3.   Members choose the way they utilize the clubhouse, and the staff with whom they work. There are no 
agreements, contracts, schedules, or rules intended to enforce participation of members. 

會員可自行決定如何利用會所方式以及如何與那些會所職員共同工作之方式。會所不會制訂任何協議、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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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時程表或規則來迫使會員參與。 
 
How do members become involved in clubhouse work? 
會員如何參與會所之工作？ 
 
What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members end up working with a specific clubhouse staff worker? 
會員終止與某一職員一同工作之程序為何？ 
 
Describe any official clubhouse contracts, schedules, rules, requirements or agreements governing member 
participation in the clubhouse. 
有没有會所合約、時間表、規則、需求或同意書管制會員參與會所？ 
 
 

4.  All members have equal access to every clubhouse opportunity with no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diagnosis or 
level of functioning. 
全部會員都有平等參與任何會所之機會，並不因診斷或功能不同而影響。 
 
Describe any clubhouse opportunities that cannot be accessed by members. 
描述任何會員不能參與會所之機會？ 
 
Describe any ways in which members’ diagnosis or level of functioning affect accesses to any clubhouse 
opportunities. 
描述任何會員會因為診斷或功能而影響他們參與會所機會之方式？ 
  
 

5.  Members at their choice are involved in the writing of all records reflect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clubhouse. 
All such records are to be signed by both member and staff. 
會員可依其意願涉及反映參與會所活動之記錄時，此類記錄必須由會員及職員共同簽名。 
 
Describe the record keeping procedures of the clubhouse, including frequency of notes, nature of the forms that 
are used, and membe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描述會所紀錄程序，，包括紀錄之頻率、使用格式之性質、及會員在程序中參與之情形等。 
  
 
Note any records related to member participation in the clubhouse that members do not sign off on. 
註明是否有會員參與會所之紀錄是没有經會員簽名？ 
  
 

6.   Members have a right to immediate re-entry into the clubhouse community after any length of absence, unless 
their return poses a threat to the clubhouse community. 
只要不對會所社群構成威脅，不論會員缺席多久，會員有權立即重返會所。 
 
Note any restrictions on members’ ability to return to the clubhouse after any length of absence. 
註明會員缺席會所一段時間後，是否有對會員出席之限制？ 
  
 
If there is a suspension policy, please describe it. Who determines if and when a member’s return poses a threat 
to the clubhouse community? 
若會所有暫停會員參與會所之政策時，請描述。若某一會員重返會所而構成威脅時，是由誰決定？  
  
 

7.   The clubhouse provides an effective reach out system to members who are not attending, becoming isolated in 
the community or hospitalized. 
會所對於缺席會員、在社區中孤立之會員或住院之會員提供有效果之外展服務。 
 
What percentage of the active membership attend the clubhouse on a daily basis? 
每天出席會所之活躍會員占多少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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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 the clubhouse’s reach out system. Who in the clubhouse is responsible for it? Please note if and how 
reach ou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phone calls, cards, mailings of clubhouse newsletter and other publications, 
home visits, hospital visits, other.  Does the reach out seem to be effective and adequate? 
描述會所外展服務系統，誰負責？請註明是否有、以及如何提供外展服務，包括下列：電話聯絡、慰問

卡、會所郵件、以及其他印刷品、居家訪視、醫院訪視或其他，外展服務是否有效與適當？ 
 
MEMBERSHIP  
會籍 
  
Prior Certification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上次會所認證時在此段準則之建議： 
 
Actions taken and current status of issues listed above. 
前開建議已執行及現狀： 
 
What are your clubhouse’s greatest strengths in this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在這段準則中，貴會所在最強之優勢為何？  
 
What does your clubhouse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better comply with the Membership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會所在那一方面需要改善，以便能更好配合準則對會籍之規定？  
 
What recommendations and/or suggestions would you make for your clubhouse regarding these Standards? 
會所有何建議或提議給予本準則？ 
 
 
RELATIONSHIPS 
關係 
 
8.   All clubhouse meetings are open to both members and staff. There are no formal member only meetings or 

formal staff only meetings where program decisions and member issues are discussed. 
會員及職員可參與會所內之任何會議。會所對於任何方案決定或與會員有關事宜進行討論時，此類會議
不應僅限正式會員或僅限正式職員參與。 
 
Are there any meetings that are basically all-members, or all-staff? If so, describe. 
有没有基本上僅限會員或僅限職員之會議？如果有，描述之。 
  
Are there any meetings that, though technically open to members, are scheduled so as to limit or preclude 
member attendance? 
有没有任何會議，雖然技術上開放給所有會員，但在安排上卻限制或排除會員之出席？ 
  
Describe the process for staff supervision in the clubhouse. 
描述會所職員之監督程序為何？ 
  
Describe any meetings that staffs are required to attend (whether in the clubhouse, or off-site) in which “member 
issues” are discussed. 
描述有無有職員必須出席、且討論與會員有關之會議（在會所內或在會所外召開之會議）。 
 
 

9.   Clubhouse staff are sufficient to engage the membership, yet few enough to make carrying out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mpossible without member involvement. 

會所有足夠之職員投入會所工作，至少足以承擔聯繫會員之責任。 
 
Describe the staff composition (each staff title, where they are attached, specific functions, etc.). 
描述職員組成（職員銜頭、歸屬部門、執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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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 any projects that staff work on by themselves, and the reasons that this occurs. 
描述只有職員可負責之計畫，與其理由。 
 
   

10.  Clubhouse staff have generalist roles. All staff share employment, housing, evening and weekend, holiday and 
unit responsibilities. Clubhouse staff do not divide their time between clubhouse and other major work 
responsibilities. 

會所職員擔當通才角色，所有職員共同分擔雇用、居住、晚間與週末、和假期活動及各部門之責任，會
所職員無須去區別會所與其他重要工作責任之時間。 
 
Are staff involved in all aspects of the Clubhouse (TE, social program, housing, advocacy, etc.)? 
職員是否參與會所所有會所之活動 (過渡性就、社交方案、居住、倡議等)？ 
 
List the staff who have responsibilities that preclude them from being full clubhouse generalists and describe 
their jobs. 
列出遭受防礙擔當通才角色之職員，描述其工作。 
  
Are there any clubhouse staff who also have job responsibilities with the auspice agency, or other programs of 
the auspice agency?  If so, describe. 
會有無所職員需要負擔隸屬其他機構或服務之職務？如果有，描述之。 
 
 

11.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clubhouse lies with the members and staff and ultimately with the 
clubhouse director. Central to this responsibility is the engagement of members and staff in all aspects of 
clubhouse operation. 
會所運作之責任是由會員與職員共同承擔，且由主任承擔最後責任。此種責任之核心係以會員與職員參
與所有會所運作。 
 
In what ways does the director provide a sense of urgency about clubhouse work? 
會所主任如何使會所工作有急迫感？ 
  
In what ways does the director hold staff accountable for engaging members in all of the work of the units?  
會所主任如何使職員負責會員一同去參與單位之所有工作？ 
  
   
In what ways does the director take an active role in creating new work opportunities for the units? Does the 
clubhouse director engage members in his/her work? If so, how? 
會所主任如何主動去開創新工作給各單位？會所主任有没有促使會員參與其工作？若有，是如何？ 
 
Describe your overall sense of the quality of relationships at the Clubhouse, including member – 
member, staff – member, staff – staff. If this impression is different for the various units, describe each 
unit separately. 
請描述你對會所內關係品質之整體感受，包括會員間、會員和職員間、職員和職員之間。若此印

象因單位而不同，請分單位描述。 
 

SPACE 
空間 
 
12.  The clubhouse has its own identity, including its own name, mailing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會所擁有自己之身分，包括名稱、郵寄地址、及電話號碼。 
 

Briefly describe the clubhouse space. 
簡單描述會所之空間。 

  
If there is an auspice agency, does the clubhouse identify itself using the auspice agency name when answering 
clubhouse phones? Is the auspice agency name included in clubhouse signs, letterhead, literature, etc.? Does the 
clubhouse have its own mailing address, e-mail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separate from that of the ausp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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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y? 
若會所隸屬主辦機構，會所有無使用該機構之名稱接聽電話？主辦機構名稱是否包含在會所之標示、信

紙標頭、文獻等？會所有無與主辦機構分開之獨自郵寄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 

  

Is there a sign that easily identifies the clubhouse from the outside? 
有無明顯之會所標記，可以很容易由會所外面認出來？ 

 
  

13.  The clubhouse is located in its own physical space. It is separate from any mental health center or 
institutional settings, and is impermeable to other programs. The clubhouse is designed to facilitate the 
work-ordered day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attractive, adequate in size, and convey a sense of respect and 
dignity. 

會所有自己之物理空間，與其他精神健康中心或機構分開，不受其他方案影響。會所被設計用來推行工
作日，且同時具有吸引力、適當空間，並可傳達尊重和尊嚴之感覺。 
 
Do staff and/or clients from other mental health program have access to clubhouse space? If so, describe. 
有無來自其他精神健康方案之職員或個案可以進入會所之空間？若有，描述之。 
  
Is the clubhouse located in a building that is “institutional” in appearance or function? If so, describe. 
會所是否位於一幢以「機構」為其外觀或功能之建築物內？若是，描述之。 
  
Are the rooms of the clubhouse large enough to support unit activities and group projects? Is the clubhouse too 
large or too small for the number of members and staff? If so, describe. 
會所有無足夠空間來支持各單位活動或小組計畫？對會員及職員人數而言會所之空間是否會太大或太

小？若是，描述之。 
  
Are the appliances, computers, and office machines up-to-date and adequat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Describe. 
會所之電器、電腦、及辦公用機器是否更新且符合社群需要？描述之。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upkeep of the building?誰負責維修和保養會所？ 
  
Is the building attractively furnished, and convey a sense of dignity and respect? Describe.  
會所建物是否有具吸引力之設備？並可傳達尊重與自尊之感覺？描述之。 
  
Approximately what percentage of the clubhouse space is used primarily as lounge and/or recreational space? 
會所主要當做休閒之空間約佔會所多少百分比？ 

  
Note any ways in which the clubhouse space does not facilitate the work-ordered day. 
註記會所不促進工作日推行之處？ 

 
   

14.  All clubhouse space is member and staff accessible. There are no staff only or member only spaces. 
會員和職員皆可進入會所內任何地方，並沒有劃分職員或會員專用之地方。 

 
Do members seem to feel comfortable accessing all areas of the clubhouse, and are they welcome to do so? 
Describe any workspaces that do not seem to be member accessible. 
會員是否覺得可以舒適地進出會所所有地方？他們是否都受歡迎如此做？描述會所內有哪些地方似乎是

會員不能進入？ 
  
Are there areas of the house that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personalized’ by any one person, with family pictures, 
diplomas, etc.? If so, describe. 
會所有没有地方明顯地被某人以擺放家庭照片、證書等方式「個人化」?若有，描述之。 

 
   
WORK-ORDERED DAY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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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he work-ordered day engages members and staff together, side-by-side, in the running of the clubhouse. The 

clubhouse focuses on strengths, talents and abilities; therefore, the work-ordered day must not include 
medication clinics, day treatment or therapy programs within the clubhouse. 

工作日使會員和職員肩併肩攜手運作會所，會所注重會員優點、才幹與能力，因此，工作日是不應在會
所內包括藥物診療、日間治療或治療方案。 

 
Describe any groups held during the work-ordered day that focus on issues of illness and disability, or o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matters. 
描述會所有無在工作日進行針對疾病、殘障或「日常生活照顧」之團體？ 
  
Are there staff from outside, clinically oriented programs who come to the clubhouse during the work-ordered 
day to meet with members? If so, describe. 
是否有以臨床為導向之外界人員在工作日期間與會員見面？若有，描述之。 
  
 

16.  The work done in the clubhouse is exclusively the work generated by the clubhouse in the oper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he clubhouse community. No work for outside individuals or agencies, whether for pay or not, 
is acceptable work in the clubhouse. Members are not paid for any clubhouse work, nor are there any artificial 
reward systems. 
會所之工作，是專為會所運作和加強會所社群而設。不論工作有無報酬，任何外界工作，會所皆不接受。
會員在會所之工作，是沒有報酬，也沒有任何人為獎賞制度。 
 
Describe any work or projects the clubhouse community does for other agencies, including the auspice agency. 
描述會所有無為其他機構（包括隸屬機構）工作或計畫？ 
  
Are members paid for any work that is the work of the clubhouse community? If so, describe. 
是否有會員在會所有酬勞之工作？若有描述之。 
  
Describe any ways in which members are rewarded or acknowledged for their work in the clubhouse. 
描述會所用何種方法來奬勵或感謝會員在會所工作？ 
 
  

17.  The clubhouse is open at least five days a week. The work-ordered day parallels typical working 
hours. 
會所每週至少開放五天，「工作日」時間應與一般辦公時間一致。 
 
What are the clubhouse hours of operation for the work-ordered day? 
會所工作日之運作時間是如何? 
  
List all clubhouse meetings, and when they are each held. 
列出所有會所會議與開會之時間？ 
 
What effect do these meetings have on the flow and momentum of the work-ordered day? 
以上會議對於工作日之流程及動力有何影響？ 
  
What time do most staff arrive at the clubhouse? Members? 
大部分之職員和會員在每天何時到達會所？ 
  
What time do most staff leave? Members? 
大部份職員和會員在每天何時離開會所？ 
  
Describe any ways in which transportation schedules impact on the length of the work-ordered day. 
描述會所工作日之時間長短會不會受到交通工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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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The clubhouse is organized into one or more work units, each of which has sufficient staff, members and 
meaningful work to sustain a full and engaging work-ordered day.  Unit meetings are held to foster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to organize and plan the work of the day. 

劃分會所為一個以上之工作單位，每一單位要有足夠之職員、會員及有意義之工作去支持全部工作日之
工作。召開單位會議是培養會員彼此間之關係、以及組織和計劃該日之工作。 
 
[Please note: This set of questions pertains to the overall clubhouse work-ordered day. Com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that apply to the general clubhouse work-ordered day should be included here. 
Following this set of questions, there is space for com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about each individual 
unit.] 
[請注意：這些問題是關於會所整體工作日。對於一般會所工作日之批評和建議必須包括在這裡。順著這

些問題，這裡有可以填寫對於個別單位之批評和建議。] 
 
Throughout all of the units, is there generally sufficient staff, members, and meaningful work to sustain a full 
and engaging work-ordered day? Describe. 
對所有單位整體而言，一般而言，是否有足夠之職員、會員、及有意義之工作去支持與推動工作

日？描述之。 
 
Do clubhouse unit meetings successfully assist the units to organize and plan the work of the day as well as to 
foster unit relationships? Describe. 
會所單位會議可否成功地協助單位去組織及計劃當天之工作與，以及同時促進部門關係？描述之。 
 
 
[Please note: For the following section, please respond to the questions, and make appropriate comments 
and/or recommendations for each unit separately. For additional space, cut and paste this section for as 
many units as the clubhouse has.] 
[請注意：以下部份，請回答問題，各別為各單位作出適當之批評及/或建議。可在增加之空間內，剪貼會

所有單位。 
 

Unit Name: 
單位名稱： 

 
List the number of staff assigned to the unit, the average number of members who attend the unit daily, and the 
gener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unit. 
列出指定至單位職員之數目，每日出席單位會員之平均人數，及單位之一般職責。 
  
List the average number of staff present in the unit (AM and PM), the average number of members present in the 
unit (AM and PM), a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members actively engaged in work in the unit (AM and PM). 
列出出席在單位職員之平均數目(上午及下午)，出席在單位會員之平均數目(上午及下午)，及有多少會員

活躍地參與單位工作會員之平均數目(上午及下午)。 
  
Describe the unit tasks observed. 
描述受觀察之單位工作。  
 
Describe the overall activity level for the unit (low, fair, good, high). 
描述單位整體之活躍程度(低、普通、好、很好)。  
 
Does this unit have an adequate amount of meaningful work? If not, list suggestions for additional work. 
這單位是否有足夠有意義之工作？若無，列出增加額外工作之建議。 
  
How are unit meetings utilized to “organize and plan the work of the day” in this unit? 
這單位會議是如何被使用去「組織及計劃當天之工作」？  
 
How are unit meetings utilized to “foster relationships” in this unit? How many unit meetings are there in this 
unit every day? 
這單位會議是如何被使用去「促進關係」？這單位每日有多少單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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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ll work in the clubhouse is designed to help members regain self worth, purpose and confidence; it is not 

intended to be job specific training. 
所有會所之工作是設計用來協助會員重拾自我價值、目標、信心，並非為進行特定之職業訓練。 
 
Describe any tasks done at the clubhouse whose primary purpose is to teach job-related skills. 
描述在會所內有那些工作之主要目的是為教導工作相關之技能。 
  
Describe any ways in which work in the clubhouse does not seem to help members regain self worth, purpose 
and confidence. 
描述會所有那些方式而使工作看起來不能幫助會員重拾自我價值、目標、與信心。 
 
  

20.  Member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all the work of the clubhouse, including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intake and orientation, reach out, hiring,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of staff, public relations, 
advocacy and evaluation of clubhouse effectiveness. 

會員有機會參與會所內所有工作，包括行政、研究、迎接及導引新會員、外展、招聘、職員訓練和評估、
公共關係、倡議及評估會所成效。 
 
Describe any clubhouse tasks or projects that seem to exclude either member or staff participation. 
描述會所有哪些工作和計劃看來是排除會員或職員參與。 
  
Describe how members are involved in each of these areas.  
描述會員如何涉及這些領域內每個機會。 

 
 
WORK-ORDERED DAY 工作日 
 
Prior Certification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上次認證對此段標準之建議： 
 
  
Actions taken and current status of issues listed above. 
已執行之行動與以上列出事件之現況： 
  
What are your clubhouse’s greatest strengths in this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在這段標準中，何者是會所最強優勢？  
 
What does your clubhouse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better comply with the Work-Ordered Day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會所在那方面需要改善以便能更加配合標準之工作日段？ 
  
What recommendations and/or suggestions would you make for your clubhouse regarding these Standards? 
你為會所執行標準有何建議？ 
 
   
EMPLOYMENT 
就業 
 
21.  The clubhouse enables its members to return to paid work through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Supported 

Employment and Independent Employment; therefore, the clubhouse does not provide employment to 
members through in-house businesses, segregated clubhouse enterprises or sheltered workshops. 

經由過渡性就業、支持性就業和獨立就業，會所能讓會員重獲有薪工作，因此，會所並不會經由會內商
業、附屬會所企業或庇護性工場提供會員就業。 

 
Describe your overall impressions of the employment program at this Clubhouse. 
描述你對會所就業方案之整體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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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work of employment well integrated into the daily work of the Clubhouse units? Or is it centralized with 
one or two staff in an office setting? 
就業工作是否能夠融入會所各單位之日常工作？還是集中在辦公室中之一兩位職員？ 

 

Is employment a visible function within the house, with displays of working members, pictures of members at 
work, etc.? Is there a sense of energy and excitement about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Clubhouse? 
就業是否在會所內是一個明顯之功能，可展現工作中之會員、有會員工作照片等？會員對會所內之就業

機會有無活力感及興奮感？ 

 

Describe any in-house business or other enterprise that the clubhouse operates. 
描述任何在會所內生意或其他由會所運作之企業。 
  
Describe any TE jobs in which all of the members’co-workers are othe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描述任何過渡性就業工作，其中所有會員之伙伴是有殘障。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過渡性就業 
 
22.  The clubhouse offers its own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rogram, which provides as a right of membership 

opportunities for members to work on job placements in business and industry. As a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a clubhouse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rogram, the clubhouse guarantees coverage on all placements during 
member absences. In addition the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rogram meets the following basic criteria. 
會員有權參加會所提供之過渡性就業方案，在工商業界工作之機會。會所過渡性就業方案之基本特點，
是會所保證若會員缺勤，將會另安排人手頂替。此外，過渡性就業方案須符合以下之基本要求： 
 

List the Clubhouse’s current TE jobs. Please include the name of the member currently working each job; the 
number of hours per week; the start date for the current member on the job; and the hourly wage. 
列出會所現在過渡性就業之工作。請包括各現時工作中之會員姓名、每星期工作時數、現在工

作中會員之開始工作日期、時薪。 
 
What percentage of the clubhouse’s average work-ordered day attendance works on TE? 
出席過渡性就業之會員，占會所工作日平均出席率多少之百分比？  
 
Describe any observations and/or discussions with members that address the adequacy of the current TE system 
to ensure that members desiring to work will be able to secure a TE placement in a reasonable amount of time. 
描述觀察,與會員討論後，針對現行過渡性就業系統之適當性而言，會所能不能在合理期間內保障渴望工

作之會員獲得一份工作。 
 
On average, how many placements has the clubhouse ha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rior 12 months? 
在過去之 12 個月內，會所平均有多少份過渡性就業？ 
  
Describe the clubhouse’s current TE development efforts. 
描述目前會所對於過渡性就業發展所做之努力。 
 
Provide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assessing the clubhouse’s TE effort. 
提供其他與評估會所過渡性就業努力相關之資料。 
 
Is TE absence coverage guaranteed by the Clubhouse? What percentage of TE absences is actually covered? 
會所是否為過渡性就業提供缺勤擔頂替，過渡性就業實際上頂替百分比多少？ 

 
 

a. The desire to work i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factor determining placement opportunity. 
工作意願是決定就業機會之唯一首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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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 any job readiness assessments used to determine placement opportunity. 
描述任何用來決定就業機會之工作準備評估。 

  
Describe the clubhouse TE selection process. 
描述挑選會所過渡性就業之程序。 
 

  
b. Placement opportunities will continue to be available regardless of success or failure in previous 

placements. 
不論會員之前之就業工作成功與否，會所仍將持續提供就業機會。 

 
How does a member’s prior placement experience, particularly failure, affect further placement opportunities? 
會員之前之就業經驗，特別是失敗時，如何怎樣影響其將來之就業機會？ 

 
c. Members work at the employer’s place of business. 

會員在僱主經營所在處工作。 
 

Describe any TE jobs where members do not work at the employer’s place of business. 
描述任何會員之過渡就業不在僱主經營所在處工作。 

 
d. Members are paid the prevailing wage rate, but at least minimum wage, directly by the employer. 

僱主向會員直接工資，工資符合市場一般水平，且不少於最低工資。 
 

Describe any jobs that do not pay at least minimum wage rate, and the reason for having them. 
描述任何不支付最低工資及其原因之工作。 
  
Describe any TE placements that are not paid directly by the employer, and why they aren’t. 
描述任何非由僱主直接支付工資及其原因之過渡性就業。 
 

  
e.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lacements are drawn from a wide variety of job opportunities. 

過渡性就業工作來自於各行各業之就業機會。 
 

Comment on the variety of TE placements (i.e. how many clerical, food services, janitorial). How many of the 
clubhouse’s TE jobs are at mental health-related agencies? 
評論過渡性就業工作之多樣性(亦即有多少是文職、飲食服務、清潔)。有多少會所之過渡性就業是與精

神健康相關之機構？ 
  

Describe any group placements the clubhouse operates. Include job duties, location of the work, number of 
members involved and the frequency of their work, number of staff involved and their schedule on the 
placement, and whether members commit to a regular work schedule. 
描述任何會所運作之團體工作，包括工作責任、工作地點、參與會員之數目及他們工作之頻率、參與

職員之數目及他們參與該就業之時間表，與會員可以依從一個固定之工作時間表。 
 

f.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lacements are part-time and time-limited, generally 15 to 20 hours per week 
and from six to nine months in duration. 
過渡性就業工作是屬於兼職性和有時限性，一般而言，每週工作 15 至 20 小時，為期 6 至 9 個月。 

 
Referring to the Survey/Profile, how many of the clubhouse’s TE placements are 15-20 hours per week? What 
are the hours of the remaining placements? 
根據調查/分析，會所有多少每週工作 15 至 20 小時之過渡性就業工作？其餘工作是多少時數？ 

 
How many of the clubhouse’s TE placements are between 6-9 months in duration? What is the duration of the 
remaining placements? 
會所有多少期間是 6 至 9 個月之過渡性就業工作？其餘之工作是多少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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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members on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lubhouse, not 
the employer. 
在過渡性就業中挑選和訓練會員，是會所之責任，並非僱主之責任。 

 
Describe the clubhouse’s TE training process. 
描述會所過渡性就業之訓練過程。  

 
In what ways, if any, is the employer involved in the selection and/or training of members on TE? 
若有，僱主有無參與挑選和訓練過渡性就業會員？ 

  
h. Clubhouse members and staff prepare reports on TE placements for all appropriate agencies dealing with 

members’ benefits. 
會所會員和職員，向所有可增進會員福祉之適當機構，共同準備申報過渡性就業工作之報告。 

 

Describe how reports on TE wages are generated for agencies dealing with members’ benefits. 
描述如何向處理會員福祉機構報告過渡性就業工資。 

  
i.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lacements are managed by clubhouse staff and members and not by TE 

specialists. 
過渡性就業工作是由會所職員和會員管理，而非由過渡性就業專家管理。 

 
Describe the placement management system, including all staff and members involved. 
描述工作管理制度，包括所有參與之職員及會員。  

 
Are there staff who do not have placement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If so, what are the reasons they do 
not? 
是否有職員沒有工作管理責任？若有，他們沒有之原因？ 

  
Are there staff whose only clubhouse responsibility is employment and employment development? If so, 
describe. 
是否有職員在會所之責任，僅是就業和就業發展而已？若有，描述之。 
  

j. There are no TE placements within the clubhouse. Transitional Employment placements at an auspice 
agency must be off site from the clubhouse and meet all of the above criteria. 
會所之內不設過渡性就業工作。會所主辦機構所開設之過渡性就業工作，工作地點必須在會所之外，
且須符合上述所有條件。 

 
Describe any TE placements within the clubhouse, with rationale. 
以合理解釋之方式，描述會所所提供之每個過渡性就業工作。 

  
 
Supported and Independent Employment 
支持性及獨立性就業 
 
23. The Clubhouse offers its own Supported and Independent Employment programs to assist members to secure, 

sustain and subsequently, to better their employment. As a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Clubhouse Supported 
Employment, the Clubhouse maintains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king member and the employer. Members 
and staff in partnership, determine the type, frequency and location of desired supports. 

會所提供獨自之支持性及獨立性就業方案，以幫助會員獲得與持續就業，因而改善就業情況。會所支持性
就業之定義性特徵，即會所與會員和僱主保持關係。會員與職員為夥伴關係，決定所需支持之種類、頻率
及地點。.  

 
How many members work on time-unlimited employment (Supported and Independent Employment)? What 
percentage of the clubhouse’s average work-ordered day attendance does this represent? 
有多少會員就業於沒有時限之就業(支持性就業和獨立性就業)？這些就業人數佔會所工作日平均出席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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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幾？ 
 
 
How many members have been assisted by the Clubhouse to start an SE or IE job in the prior 12 months? 
在過去十二個月中，有多少會員曾在會所協助下，開始支持性就業或獨立性就業？ 
 
Describe how the clubhouse is organized to assist members to move on to Independent or Supported 
Employment. Describe how the clubhouse is organized to assist members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ir 
employment situations. 
描述會所是如何組織去協助會員移向支持性或輔助性就業？描述會所是如何組織去協助會員維持(或改進)
他們就業狀況？ 
  

 
24. Members who are working independently continue to have available all clubhouse supports and opportunities 

including advocacy for entitlements, and assistance with housing, clinical, legal, financial and personal 
issues, as well as participation in evening and weekend programs. 
正獨立工作之會員，仍繼續獲得會所所有支持和機會，包括倡議資格，在居住、臨床、法律、財務和個
人問題上得到協助，以及參與會所晚間及週末之活動。 
 
Describe how the clubhouse supports members working in time-unlimited employment, in the following areas. 
描述會所如何在以下各方面支持沒有時限就業之會員。 
 
Weekend and evening programming geared for needs of working members: 
為工作中會員需要而量身訂做之週末及晚間方案： 

  
 
EMPLOYMENT 
就業 
 
Prior Certification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上一次的會所註冊給予此部分的會所準則建議是： 
 
 
What are your clubhouse’s greatest strengths in this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在這部分的準則中，會所在那一方面做得比較優勝？ 
 
 
What does your clubhouse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better comply with the Employment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會所在那一方面需要改善，能使更加依從準則的就業部份？ 
 
What recommendations and/or suggestions would you make for your clubhouse regarding these Standards? 
在會所執行此準則時，有甚麼建議給予會所？ 
  
 
EDUCATION 
教育 
 
25. The clubhouse assists members to further their vocational and educational goals by helping them take 

advantage of adult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in the community.  When the Clubhouse also provides an 
in-house educational program, it significantly utilizes the teaching and tutoring skills of members.  
會所協助會員善用社區內之成人教育機會，來增進他們在職業與教育上之目標。當會所也在內部提供進
教育方案時，會明顯地利用會員之教授與教導技巧。 
 
Describe how the clubhouse is organized to assist members to access and sustain adult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in the community. 

描述會所如何組織去協助會員得到及持續獲得社區中成人教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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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 in-house education program(s) and how many members are involved as students. 
描述會所內所舉辦之教育方案與多少會員以學生身分參加？ 
 
If the clubhouse has an in-house Education Program, in what ways are members involved in the 
teaching/tutoring, organiza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aspects of the clubhouse’s Education Program? How many 
members are involved, and in which functions? 
若會所內舉辦教育方案，會員是如何參與其中之教授或教導、以及會所組織及行政方面之教育方案？有

多少會員參與、他們在其中之功能為何？ 
 
If the clubhouse has an in-house Education Program, are outside teachers utilized? If so, describe. 
若會所內舉辦教育方案，是否會利用外部教師？若有，描述之。 
 
List the names of members who are currently enrolled in degree or vocational programs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schools and educational programs they attend. Note those who enrolled within the prior 12 months (with 
date of enrollment). 
列出現正在社區內就讀學位或職業訓練方案之會員名字，他們就讀之學校與教育方案。記錄那些在前 12
個月內就讀會員之資料(以就讀日期列出)。 
 
List names of members who are enrolled in other self-enrichment programs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schools 
and educational programs they attend. 
列出其與社其他社區內自我充實方案之會員名字，他們參加之學校與教育方案。 

 
 

 
EDUCATION 
教育 
 
Prior Certification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上次認證對此段標準之建議： 
  
Actions taken and current status of issues listed above. 
已執行之行動與以上列出事件之現況： 
  
What are your clubhouse’s greatest strengths in this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在這段標準中，何者是會所最強優勢？  
 
What does your clubhouse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better comply with the Education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會所在那方面需要改善以便能更加配合標準之教育段？ 
 
What recommendations and/or suggestions would you make for your clubhouse regarding these Standards? 
在會所執行此準則時，有甚麼建議給予會所？ 
 
 
FUNCTIONS OF THE HOUSE 
會所之運作 

 
26.  The Clubhouse is located in an area where access to local transportation can be assured, both in terms of 

getting to and from the program and accessing TE opportunities.  The clubhouse provides or arranges for 
effective alternatives whenever access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is limited. 

會所所在之處，必須當地交通便利，不論以會員往來會所參予方案與過渡性就業機會而言。若會所之公
共交通受限，會所應提供或安排替代之交通工具。 
 
Is public transportation adequate for meeting all the transportation needs of the clubhouse? If not, does the 
clubhouse have its own (or access to) vehicle(s), drivers, and control over how and when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works? 
公共交通是否滿足會所所有交通之需要？若否，會所有無自己(或可利用)之汽車、司機，來掌控交通系統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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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ransportation adequate to ensure that members can get to TE jobs? Describe any ways in which limited 
transportation restricts the range of TE placements the clubhouse develops. 
是否有適當之交通使會員能到逹過渡性就業工作之地方？描述受限之交通如何阻礙會所發展過渡性就業

工作之範圍。 
 
Is the clubhouse dependent on external agency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e. residential programs)? If so, are hours 
of transport structured to facilitate clubhouse hours of operation? 
會所是否依賴外部機構之交通系統(亦即居住方案)？若有，交通時間是否以便利會所開放時間來安排？ 
 
If the Clubhouse utilizes its own van(s), do members regularly participate in the Clubhouse transportation 
functions? 
若會所用自己小型巴士，會員是否會固定參與會所之交通工具？ 

 
 

27.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members and staff of the clubhouse. Community support 
activities are centered in the work unit structure of the clubhouse. They include helping with entitlements, 
housing and advocacy, promoting healthy lifestyles, as well as assistance in finding quality medical, 
psychological, pharmacological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in the community. 
社區支援服務由會所會員及職員提供。社區支援活動集中在會所工作單位結構中，服務包括福利資格、
居所、倡議、推廣健康生活型態、以及協助在社區中尋求優質之醫療、心理、藥理和藥物濫用服務。 

 
In what ways are members’ community support needs addressed through the clubhouse units? 
會員之社區支援需求如何經由會所單位予以滿足？ 
 

Do most members have external case managers? If so, describe how this affects unit-based community support. 
大部份會員是否有外部個案管理人？若有，描述出這如何影響以單位為基礎之社區支援。 

 
Are there clubhouse staff who specialize in any aspect of providing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to members? If 
so, describe. 
這裡是否有會所職員專精於提供任何社區支援服務給會員？若有，描述之。 
 
Are unit members and staff knowledgeable about community resources available to members, including housing, 
substance abuse interventions, medical and psychological services, advocacy, and entitlements? Describe. 
單位會員及職員對社區資源是否有充分之認識，包括居住、藥物濫用介入、醫療與心理服務、倡議與資

格？描述之。 
 
 

28. The clubhouse is committed to securing a range of choices of safe, decent and affordable housing including 
independent liv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members. The clubhouse has access to opportunities that meet these 
criteria, or if unavailable, the clubhouse develops its own housing program. Clubhouse housing programs 
me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a. Members and staff manage the program together. 
b. Members who live there do so by choice. 
c. Members choose the location of their housing and their roommates. 
d.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re developed in a manner congruent with the rest of the clubhouse culture. 
e. The level of support increases or decrease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member. 
f. Members and staff actively reach out to help members keep their housing, especially during periods of 

hospitalization. 
會所致力於保障會員能各類可選擇安全、合適、負擔得起之居住，包括對所有會員獨立居住之機會。會
所可獲得找到符合以上準則之居住；若無時，會所會發展自己之居住計劃。會所居住方案必須符合以下
準則： 
a、會員和職員共同管理此項方案。 
b、會員入住是依自己選擇。 
c、會員選擇他們居住之地區與同住室友。 
d、政策與程序須與會所文化之其他部分一致性發展。 
e、給予會員支援之程度，會按其需要變化而增加或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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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會員與職員積極地外展去幫助會員管理他們之居住，尤其當會員住院期間。 
 
Do members identify housing as a significant concern for clubhouse members in this community? If so, 
describe. 
會員是否認為居住在這社區中是依向關切之事項？若是，描述之。 
 
Are there adequate opportunities for “safe, decent and affordable housing” offered by the auspice agency or 
other community agencies? Describe. 
主辦機構或其他社區機構能否提供適當「安全、合適與負擔得起之居住」之機會？描述之。 
 
In what ways does the Clubhouse keep track of members’ housing situations, and whether or not these situations 
are truly providing ‘safe, decent, and affordable’ housing to its members? 
會所如何記錄會員居住情況？這些情況是否真正能對會員提供「安全、合適、負擔得起」之住居？ 
 
If the Clubhouse does not have its own housing program, describe the ways in which the Clubhouse assists 
members with their housing needs. 
若會所沒有自己之居住方案時，描述會所如何協助會員滿足居住之需求。 
 
If the clubhouse has its own housing, answer the following: 
若會所有自己之居住，回答以下問題： 
 
How and by whom is Clubhouse housing managed? 
會所的居住是如何與由何人管理？ 
 
Describe how members are placed in the clubhouse’s various housing opportunities. 
描述出會員如何被安置在會所中各種居住服務機會中。 
 
Describe member involvement in choice of where they would like to live, and with whom. 
描述會員是如何參與於選擇居住在何處以及與誰同住。 
 
How ar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developed for the clubhouse housing program? 
會所居住方案之政策與程序是如何發展出？ 
 
Does the level of support change in response to members’ needs? Describe. 
支援程度是否能隨會員需求不同而改變？描述之。 
 
How do clubhouse members and staff assist members to keep their housing? 
會所會員及職員是如何協助會員去保有其居住？ 
 
 

29. The clubhouse conducts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its effectiveness on a regular basis. 
會所定期對服務成效進行客觀之評估。 
 

List methods the clubhouse uses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its effectiveness. 

列出會所何種方法去客觀地評估其成效。 

 

 
30. The clubhouse director, members, staff and other appropriate persons participate in a three-week training program in 

the Clubhouse Model at a certified training base.  
會所主任、會員、職員和其他適當人士，在認證為訓練中心之會所，參與為期三週之訓練方案。 

 

When was the last time the clubhouse participated in 3 week clubhouse training?  Who went?   Where? 
會所何時是最後一次參與三星期之會所訓練？誰去了？去那裡？ 
 
 
Describe any budget plan that the clubhouse has to ensure that staff and members are trained on a regular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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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會所必須確保職員及會員有定期培訓而作出任何之預算計劃。 
 
 

31. The clubhouse has recreational and social programs during evenings and on weekends. Holidays are 
celebrated on the actual day they are observed. 
會所有在晚間及週末舉辦康樂及社交活動，並於假日舉辦慶祝活動。 

 
How is the Clubhouse social/recreation program staffed? 
會所如何為社交/康樂活動提供職員？ 
 
Are there any Clubhouse staff who do not have regularly scheduled responsibility to staff the 
evening/weekend/holiday program? 
有沒有任何會所職員沒有安排負責要定時去領導晚上/週末/假日方案？ 
 
What hours is the house open on weekends? Evenings? Holidays? 
會所在週末、晚間及假日之開放時間是如何？ 
 
Is the clubhouse open on holidays, on the actual day they are observed? 
If not, on which holidays is it closed, and what is the clubhouse’s reason? 
會所是否在假日當天開放？若否，會所在那些假日關閉，其原因為何？ 
 
Describe the clubhouse’s range of social/recreation activities, and where they take place. 
描述會所有那些社交/康樂活動，又在那裡舉行活動。 
 
 

FUNCTIONS OF THE HOUSE 
會所之運作 
 
Prior Certification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上次認證對此段標準之建議： 
  
Actions taken and current status of issues listed above. 
已執行之行動與以上列出事件之現況： 
  
What are your clubhouse’s greatest strengths in this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在這段標準中，何者是會所最強優勢？  
 
What does your clubhouse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better comply with the Work-Ordered Day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會所在那方面需要改善以便能更加配合標準之工作日段？ 
   
What does your clubhouse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better comply with the Functions of the house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 
會所在那方面需要改善，以便能更加配合標準之運作段？ 
 
  
What recommendations and/or suggestions would you make for your clubhouse regarding these Standards? 
在會所執行此準則時，有甚麼建議給予會所？ 
  
FUNDING,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經費、管理及行政 
 
32. The clubhouse has an independent board of directors, or if it is affiliated with a sponsoring agency, has a 

separate advisory board comprised of individual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provide financial, legal, legislative, 
consumer and community support and advocacy for the clubhouse. 
會所有一個獨立董事會，若會所隸屬於一個主辦機構，則有一個獨立之顧問委員會，該委員會專人提供
財務、法律、立法、消費者和社區支持及為會所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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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clubhouse have an independent board of directors, or if it is affiliated with a sponsoring agency, a 
separate advisory board? If not, provide rationale. 
會所是否有一個獨立董事會，或者，是隸屬於一個主辦機構，且有無一個獨立顧問委員會？若無，提出

理由說明。 
 

Are there people on the board who can provide: fiscal assistance, legal assistance, legislative assistance, 
consumer perspective, community support, and advocacy for the clubhouse?  List board (or advisory board) 
members by name and title/position in the community, and which kind(s) of assistance each person can provide. 
在委員會中，有誰可以提供財務協助、法律協助、立法協助、顧客觀點、社區支持、與為會所倡議？列

出委員會（或顧問委員會）成員之名字與在社區中之頭銜/職位、和每人可提供何種協助。 
 

Describe how board (or advisory board) members are involved in other active service to the clubhouse, such as 
employment development and fundraising. 
描述委員會（或顧問委員會）成員如何參與會所其他積極之服務，例如就業發展與募款。 

 

How often does the board meet? 
董事會多久開一次會？ 
 
What percentage of the board represents individuals with jobs in the mental health/health field? 
董事會有幾多百分比成員是代表從事精神健康工作/健康領域方面之人士？ 
 
Describe the primary achievements of the Board during the last year. 
描述董事會去年主要之成就？ 
  

 
33. The clubhouse develops and maintains its own budget, approved by the board or advisory board prior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fiscal year and monitored routinely during the fiscal year. 
會所發展與維持自己之預算，預算須由董事會或顧問委員會於會計年度開始前同意，且在次年會計年度
中例行受監督。 
 
Describe the clubhouse’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its budget. 
描述會所在發展與維持財務預算上所扮演之角色。 

 
Describe the board or advisory board’s role in relation to the clubhouse budget. 
描述委員會或顧問委員會相關於會所預算之角色。 

 
 
34. Staff salaries are competitive with comparable positions in the mental health field. 

職員薪酬與精神健康領域同等職位是相當。 
 
Describe how staff salaries compare with comparable positions in the local mental health community. 
描述職員之薪酬是如何與當地精神健康領域同等職位相當。 
 

35. The clubhouse has the support of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and all necessary licenses and accreditations. The 
clubhouse collaborates with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that can increase its effectiveness in the broader 
community. 
會所得到適當機構之支持，並有必要之證照及評鑑。會所與各界人士及組織合作以便在更廣大社區中提
升其服務效果。 

 

Does the clubhouse have adequate support from local mental health authorities, and from its auspice agency (if 
applicable)? Describe. 
會所是否有來自當地精神健康機構與﹝如有﹞其主辦機構之適當支持？描述之。 

 

List all clubhouse licenses and certifications. 
列出所有會所證照及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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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 the clubhouse’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including family groups, consumer group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描述會所與當地社區間關係，包括家屬團體、消費者團體、與專業組織。 

 

 

36. The clubhouse holds open forums and has procedures which enable members and staff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decision making, generally by consensus, regarding governance, policy making,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lubhouse. 
會所舉辦公開論譠，並有相關程序讓會員及職員能夠積極參與決策，通常藉由共識來決定會所之治理、政
策制定、未來方向和發展。 

 
Does the clubhouse hold a regular forum in which members and staff make decisions about clubhouse 
governance, policy,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clubhouse? If so, describe. Include the following: how often, 
and when are the meetings held? Who attends? How many attend (staff and members)? Cite recent examples of 
decisions made. Who leads the meeting, and how is the agenda developed? Are decisions reached through a 
process of consensus building, or through some other means?  
會所是否定期舉辦論壇讓會員與職員決議有關會所之治理、政策和未來方向？若有，描述之。包括該會

議多久、及何時舉辦一次？誰出席？多少會員及職員出席？舉出最近所決定之例子。誰帶領會議、議程

是如何建立？決議是經由建立共識或是由其他方法達成？ 

  
If there is no regular policy or decision-making meeting, how are decisions generally made in the clubhouse?  
若沒有定期之政策或決議會議，會所通常是如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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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ection is to be completed by the Clubhouse’s administrative oversight body. Please complete either the 
questions for Clubhouses under an auspice agency, or for free-standing Clubhouses. 
此段須由會所行政監察團體完成。請完成那些給主辦機構轄下會所完成之問題，或給獨立會所完成之問題。 
 
 
Free-standing Clubhouses: 
獨立會所 
 
(to be complet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由董事會完成) 

 
 
When was the Clubhouse established as a freestanding organization? 
貴會所於何時設置為獨立組織？ 
 
 
Wa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established at the same time? If not please explain. 
貴會所之董事局是否同時設置？若非，請解釋。 
 
 
Standard #32 states that the Board is comprised of individuals who can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legal 
assistance, legislative assistance, consumer perspective, community support, and advocacy for the Clubhouse. 
第三十二條標準規定，董事會成員是由可以為會所提供務協助、法律協助、立法協助、消費者觀點、社區支持、

及為會所倡議之人所組成。 
 
 
Please list the current members by name, occupation (if any), and role on the Board. 
列出董事會現有成員之姓名、職業(若有)、以及在董事會之角色。 
 
 
How often does the board meet? 
董事會多久開一次會？ 
 
 
Describe the Board committee structure? 
描述董事會之成員結構。 
 
 
Is there a written job description for members of the Board? (if yes please attach a copy) 
是否有書面之工作描述給董事會成員？(若有，請附上一份影本) 
 
 
Please describe the role and recent activit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ith regards to fundraising for the 
Clubhouse? 
請描述董事會為會所募款之角色及近期之活動。 
 
 
Please describe the role and recent activit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ith regards to developing employment 
placements for Clubhouse members. 
請描述董事會為會所會員發展就業工作之角色及近期活動。 
 
 
Please describe the process for recruiting new Board members for the Clubhouse. 
請描述董事會為會所招募新成員之過程。 
 
 
What is the mission of the Club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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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之使命為何？ 
 
 
What i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Clubhouse? 
董事會對會所之未來有何願景？ 
 
 
Does the board have a long-range strategic plan to assist the Clubhouse to achieve the vision? If so, please 
describe (or attach). 
董事會是否有一長遠之策略計劃，以協助會所實現這願景？若有，請描述(或附上)。 
 
 
Please describe the rol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reviewing and address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most 
recent ICCD certification report for the Clubhouse. 
請描述董事會於回顧與針對最近 ICCD 會所認證報告建議上所扮演之角色。 
 
 
How does the board work with the Clubhouse in establishing and monitoring the Clubhouse budget? 
董事會如何與會所合作，以建立及監督會所預算？ 
 
 
Are staff salaries comparable to salaries of other similar mental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in your area? How is 
this determined?  
職員之薪資是否與此領域上其他類似精神健康照護專業人士之薪資相當？這是如何決定？ 
 
 
Describe the primary achievements of the Board during the last year. 
描述董事會去年之主要成就。 
 
 
In what ways has the board been most successful in supporting the Clubhouse? 
董事會在哪方面支持會所最為成功？ 
 
 
In what ways can the board improve in assisting the Clubhouse in all aspects of its operation? 
有哪些方法可以改進董事會在協助會所各方面之運作上？ 
 
 
Auspiced Clubhouses:  (to be completed by auspice agency management) 
隸屬於主辦機構之會所：(由主辦機構管理階層完成) 
 
 
Describe the supervis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ubhouse and the auspice agency. 
描述會所與主辦機構間之監督關係。 
 
 
Describe the auspice agency’s involvement in the Clubhouse’s intake and referral process. 
描述主辦機構如何參與會所接收新會員及轉介程序。 
 
 
How does the auspice agency work with the Clubhouse to engage members and staff in establishing and 
monitoring the Clubhouse budget? 
主辦機構如何與會所合作，而使會員及職員建立與監督會所之預算？ 
 
 
In what ways is the Clubhouse involved with clin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auspice agency and its other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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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如何參與主辦機構及其他方案之醫療需求？ 
 
 
Does the auspice agency require Clubhouse staff to join in treatment team meetings, where member’s 
psychiatric condition is discussed? Please describe. 
主辦機構是否要求會所職員參加治療團隊會議，以討論會員之精神狀況？請描述。 
 
 
Does the Clubhouse have its own advisory board, and if so, what is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or 
the auspice agency? 
會所是否有自己之顧問委員會？若有，該委員會與主辦機構之董事局間之關係為何？ 
 
 
What is the mission of the Advisory Board? 
顧問委員會之使命為何？ 
 
 
Do Advisory Board members have a written job description? If yes, please attach. 
顧問委員會成員是否有書面之工作描述？若有，請附上。 
 
 
Does the advisory board approve and monitor the Clubhouse’s budget? 
顧問委員會可同意及監督會所之預算？ 
 
 
Has the auspice agency, along with the advisory board and the Clubhouse, developed a long term strategic plan 
for the Clubhouse? If so, please describe (or attach). 
主辦機構有沒有一同與顧問委員會及會所為會所發展一長遠之策略計劃？若有，請描述(或附上)。 
 
 
Are staff salaries comparable to salaries of other similar mental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in your agency, and 
in the local area? How is this determined? 
職員之薪資是否與此領域上其他類似精神健康照護專業人士之薪資相當？這是如何決定？ 
 
 
In what ways has the auspice agency been most successful in assisting the Clubhouse in its mission to provide 
Standards-based opportunities to its members? 
主辦機構如何最為成功地協助會所達到其使命，去向會員提供以標準為基礎之機會？ 
 
 
In what ways can the auspice agency improve in assisting the Clubhouse in all aspects of its operation? 
主辦機構如何在協助會所各方面之運作上可以改善？ 
(to be completed by the Advisory Board)(須由顧問委員會完成) 
 
 
How long has the advisory board been in existence? 
顧問委員會成立了多久？ 
 
 
How often does the advisory board meet? 
顧問委員會多久開一次會？ 
 
 
Describe the advisory board committee structure. 
描述一下顧問委員會之成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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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32 states that the advisory board is comprised of individuals who can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legal assistance, legislative assistance, consumer perspective, community support, and advocacy for the 
Clubhouse. 
三十二條標準規定，顧問委員會是由可以為會所提供務協助、法律協助、立法協助、消費者觀點、社區支持、

及為會所倡議之人所組成。 
 
 
Please list the current advisory board members by name, occupation (if any), and role on the Advisory Board. 
列出顧問委員會現有成員之姓名、職業(若有)、以及在董事會之角色。 
 
 
What is the mission of the Advisory Board? 
顧問委員會之使命為何？ 
 
 
Do Advisory Board members have a written job description? If yes, please attach. 
顧問委員會成員是否有書面之工作描述？若有，請附上。 
 
 
What is the Advisory Board’s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Clubhouse? 
顧問委員會對對會所之未來有何願景？ 
 
 
Does the advisory board have a long-range strategic plan to assist the Clubhouse to achieve its vision? 
Is so, please describe (or attach). 
顧問委員會是否有一長遠之策略計劃，以協助會所實現這願景？若有，請描述(或附上)。 
 
 
Describe how advisory board members are involved in other active service to the Clubhouse, such as 
employment development and fundraising. 
描述顧問委員會成員如何為會所提供其他積極服務，例如：就業發展及募款。 
 
 
Who chairs the Advisory Board meetings? 
誰主持顧問委員會之會議？ 
 
 
How does the advisory board work with the Clubhouse in engaging members and staff in establishing and 
monitoring the Clubhouse budget? 
顧問委員會如何與會所合作，使會員及職員共同建立及監督會所之預算？ 
 
 
What is the advisory board’s relationship to the board of the auspice agency?  
顧問委員會與主辦機構董事會間之關係為何？ 
 
 
Describe the primary achievements of the advisory board during the last year. 
描述顧問委員會去年之主要成就。 
 
 
In what ways has the advisory board been most successful in supporting the Clubhouse? 
顧問委員會如何支持會所最為成功？ 
 
 
In what ways can the advisory board improve in assisting the Clubhouse in all aspects of its operation? 
顧問委員會如何改善在協助會所各方面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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