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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背景 

各國政府紛紛重新調整過去依賴政府投入經費以平衡地方發展的思維，試圖

要透過政策引導來鼓勵非營利組織尋求自償性的經營方式或讓一般企業在追求

獲利之外亦能兼顧社會價值，朝向社會企業的思潮前進。所謂「社會企業」是指

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為核心目標的創新企業組織，透過一般商業營運而非捐贈的模

式在市場機制中自給自足。其不僅可以增加就業機會，亦可達到社會公益的目的，

以平衡社會發展。 

103年 7月 26日經貿國是會議，議題一「全球化趨勢下臺灣經濟發展策略」

之「五、發展在地型產業與社會企業」共同決議。社會企業的推廣，應由法規調

適、輔導與建構平臺三面向進行，鼓勵上市櫃公司及非營利組織投入發展，優先

服務弱勢族群，並針對社會企業建立一套管理及稅務規則，俾降低全球化之不利

衝擊。行政院在 104年 10月核定「高齡社會白皮書」，請教育部結合民間資源持

續推動樂齡學習優先區、建立認證機制、設置退休準備教育中心等措施，充分提

供高齡學習者進階學習的機會。 

教育部因應高齡及超高齡社會來臨，參考歐美先進國家將高齡者「學習機制

建立」及「學習機會提供」列為重要政策目標，從 97年起建構「樂齡學習中心」

與開辦「樂齡大學」，鼓勵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精神，以學習來協助 5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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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中高齡者適應及開創晚年價值。並成立樂齡學習輔導團，建構完善的在地高

齡學習體系，根據高齡者學習特性，研發創新多元的學習方式，提供高齡者適性

的學習活動，並培訓高齡專業團隊，例如：樂輔員、學習規劃師、講師、自主團

體帶領人、志願服務者等等，促進高齡者人力資源運用，將高齡者由負擔轉為人

力的資源。 

教育部 105年已經在全國廣設 339所樂齡學習中心、成立 12所縣市級示範

中心。自從推動樂齡學習以來，參與人次由 97年 47萬人次，增加到 104年 188

萬 2,192人次，成長達 4倍多，教育部更從 102年起將樂齡學習資源以宅配方式，

送達 769個偏鄉及村里，105年將村里拓點數擴到大 2,494個，短短 3年成長 3.24

倍。最終目的便是期待台灣民眾正視高齡社會人口老化的事實，並扭轉過去對高

齡者負面的刻板印象，傳遞高齡者的優質學習與對社會的貢獻，運用各類傳媒工

具進行理念行銷，以導正並活化高齡者的自我概念，進而創造高齡經濟產值，達

成社會年齡活躍老化的最終願景。 

台灣樂齡發展協會成立於 97年 7月 4日，自 98年受教育部委託辦理「全國

樂齡 LOGO設計徵選活動」，便與樂齡輔導團攜手推動樂齡學習中心計畫，並透

過協會會訊將學習第一手資訊傳遞給台灣社會，並每年帶領樂齡中心績優主任前

往鄰近高齡社會國家參訪社會企業經營，希企創造台灣樂齡社會力，透過此專案

研擬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幫助優質樂齡學習中心由仰賴全額補

助轉型為自給自足的經營型態，俾使樂齡學習中心朝向永續經營的願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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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目標與內容 

壹、  計畫目標 

一、 蒐集、整理、分析樂齡學習中心及社會企業的文獻。 

二、 舉辦專家學者及實務(樂齡學習中主任)工作者的焦點座談 

三、 提出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的實施模式。 

貳、  計畫內容 

一、 透過文獻探究樂齡學習中心及社會企業現狀與問題。 

二、 依前所述析出焦點座談中專家學者及實務者的訪談題綱。 

三、 以焦點座談方式，深入瞭解樂齡學習中心課程產出及運作方式。 

四、 運用商業企劃策略分析，初探樂齡學習中心經營社會企業實施模式。 

五、 提出研究結果及建議供後續執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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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達計畫目標，本研究的主題包含了質性研究的特性，因此，本研究採取焦

點團體座談法為研究方法，作為解決本研究問題的探討，本節茲將本研究所運用

之研究方法、步驟及流程分述如下： 

壹、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焦點團體座談法進行研究。首先蒐集並彙整國內外

相關文獻資料，進行理論探討與文獻整理分析，歸納出各類型組織轉型社會企業

的模式，及瞭解樂齡學習中心課程產出類型與規模，提出專家學者及樂齡中心主

任的焦點座談內容題綱，以回應計畫目標（一）。其次，透過專家學者的焦點團

體座談的綜合建議，同時討論該樂齡中心主任訪談題綱的調整意見，接續樂齡中

心主任們的焦點座談內容，回應到計畫目標(二)。最後以兩場焦點座談的意見分

析結果，能回應計畫目標（三）。茲就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又稱為歷史文獻法，是一種系統化的客觀界定、評鑑與綜合證明

的研究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真實性。透過文獻分析的資料整理與歸納，有系

統性的回顧相關文獻與資料，有助於集中問題的核心與深入探討，鼓勵客觀思考

與評論，可以幫助我們看到相關的整體，而不會只有見樹不見林，幫助我們有新

發現 （Aveyard ＆ Corporation,2008）。牛頓說：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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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分析的歷史意義在於，以研究資料分析處理後呈現歷史演變因果關係與辯證，

故文獻分析是一門很重要的研究方法。文獻分析的類型有兩種：第一種是「文獻

定性分析」，是一種較常用的文獻分析，又稱為歷史文獻法，第二種是「文獻定

量分析」，又稱為後設分析（Meta Analysis）。 

本研究目的即探討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藉文獻在最短的時

間內瞭解該領域的知識和研究成果。儘量以實證研究之論文為蒐集研究對象，吸

收眾多研究者的經驗，瞭解別人如何做研究，期望以文獻回顧與分析並重，以呈

現文獻歷史意義與價值，了解過去、洞悉現在、並預測未來，探索樂齡學習中心

能夠轉型為社會企業的實施模式。 

二、 焦點團體法 

焦點團體訪談（focus group）是一個由主持人（moderator）帶領的團體訪談

研究方法，屬於質化研究，其蒐集質化資料的能力、所蒐集之資料的性質廣泛與

內容豐富、以及研究方法應用的多元性，最早被社會學家所使用，而後因市場調

查等需要而受到重視，是近年來社會科學研究經常使用的方法。由於焦點團體具

有團體訪問的形式，因此也稱為焦點訪談法 （王文科、王智弘 ，2009）。 

焦點團體訪談常會邀請同質背景的成員參加，由於參與者背景相近，可以使

得討論產生良好的互動。主持人是受過良好訓練的專業人士，並非傳統的訪問者

角色，而是要營造出自在的團體互動氣氛，俾便參與者可以暢所欲言，激盪出內

心的想法、經驗與觀點（歐素汝譯，2000；David W. Stewart & Prem N. Shamdas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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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法目前被廣泛使用於：（1）收集研究的背景資料或界定議題、將上述資

料作為形成研究假設、結構式問題、評價或需求評估的基礎；（2）調查對政策的

反應；（3）廣告或市場行銷策略的前測；以及（4）難以進行一對一調查的研究

議題（Grbich, 1999）。 

焦點團體座談法大致有下列六種優點：一、參與者不受限制地發表意見；二、

主持人有較大的彈性；三、易於控制情況；四、節省時間；五、資料的可詮釋性；

六、提供基本的探索性資訊（Edmunds,1999）。焦點團體參與者的組成原則為：

組內同質性高，組間異質性高。組內同質性高，俾使每一個參與者經驗、背景相

近，能互動良好，暢所欲言；組間異質性高，易掌握多元的意見與經驗。每一組

人數大約 4至 12 名，視研究目的、參與者的背景、參與者對問題的熟悉程度而

定。通常若參與者對研究主題投入深、主題較複雜或研究者想知道較深刻而非簡

單的答案、或參與者本身是專家，則適合用較小的團體。 

因為本研究屬探索新課題，焦點團體的作用除了可用以探索新課題、解釋研

究現象以外，對於不同的意見往往也有「聚焦」以及集中意見的作用。本研究進

行文獻分析後，產生大量的研究結果資料，其中有些資料由研究者依據社會科學

研究方法歸納彙整即可；有些具爭議性或紛歧性意見，卻必須透過進一步的集體

訪談討論，才能獲得較客觀與共識性的結果。基此，本研究設計「焦點團體訪談

題綱」以立意取樣方式，審慎選擇具代表性的焦點團體訪談對象，第一場邀請曾

經執行樂齡學習方案之高齡教育及社會學、管理學的學術研究者共四位。第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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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執行超過五年之樂齡學習中心計畫實務工作者共五位，企圖透過面對面溝通，

彌補文獻歸納結果的不足與分歧，聚焦於學習內涵爭議處的澄清探討與學習主題

分歧性意見的凝聚共識。因此，焦點團體在本研究中的角色係一種補助性的研究

方法及作為訪談法題綱擬訂之確認性工具。希冀透過此步驟的處理，讓本報告的

研究結果能夠更趨於客觀合理與達成本研究目的。 

 

貳、 研究步驟 

根據上述研究方法，本研究整體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進行情境分析，透過

樂齡中心與社會企業相關研究之探討與分析，提出樂齡學習中心轉社會企業實施

模式架構；其次，根據實務專家的焦點座談結果及建議，調整樂齡學習中心轉社

會企業實施模式架構，形成初步實施策略並修正訪談題綱；再經由訪談結果進行

資料分析和文獻對話，獲得樂齡學習中心轉社會企業實施模式。最後，以研究結

果提出結論與建議，提供樂齡學習中心轉社會企業實施模式之參考。茲將研究步

驟分述如下：   

一、 訂定主題目的：依據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目標，確立研究主題與目的。 

二、 蒐集相關文獻：透過廣泛搜集國內、外社會企業及樂齡學習中心相關文

獻，堅實「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之理論基礎。 

三、 擬定研究計畫：確定研究問題的目的、範圍、研究方法、實施步驟及研

究之相關工作，以擬定詳盡的研究計畫與研究架構。 



 

四、 文獻分析探討：擇取國內

並透過分析、歸納、統整等過程

談題綱。 

五、 焦點團體檢證，提出

檢核並修正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

六、 撰寫研究論文：根據研究結論

式之可行性建議。 

  

理論探討與文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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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取國內、外社會企業文獻，深入瞭解所欲研究的問題

統整等過程，提出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

提出訪談題綱，邀請專家學者與實務專家進行焦點座談

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的一致性意見

根據研究結論，提出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

圖 1-1 研究流程圖 

•主題確立

•理論探討

•文獻分析

•方案架構

理論探討與文獻分析

•討論題綱

•研究對象

•座談實施

焦點座談法

•結論

•建議

撰寫報告

深入瞭解所欲研究的問題，

中心轉型社會企業之焦點座

實務專家進行焦點座談，

一致性意見。 

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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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旨在初探「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基於各種主客觀

的考量，針對研究目的，研究焦點在實施模式的建議，至於方案的執行與後續評

估，則不在本研究的範圍內。茲就研究範圍與限制分述如下： 

壹、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範圍依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三層面分述如下： 

一、 研究方法層面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進行研究。然因訪談對象之個人說話風格、用字深淺不一，

很難完全詮釋出原所要表達的意涵。相同一句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會有不同

的詮釋，因此，本研究雖盡可能做到字面翻譯正確，仍可能會有文化差異造成的

詮釋錯誤發生。 

二、 研究對象層面 

本研究主要係探索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但在本研究為開創

性研究，先前並無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之案例，倘以一般的問卷調查，未

必能獲得正確的結果，故取立意抽樣方式，選擇具有研究主題場域之樂齡中心主

任或專家學者，作為獲取意見的主要來源。受限於研究者之時間與資源，在訪談

對象的選擇上，無法普及各個層面，代表性恐未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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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內容層面 

本研究旨在建構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因此，在文獻探討的

案例部分僅以非營利組織為主要分析內容，營利組織案例並不列入研究範圍。 

貳、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依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三層面分述如下： 

一、 研究方法層面 

本研究探討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為主要重點，礙於人力、經

費與時間的限制，本研究由國內外文獻、書籍、期刊、培訓手冊及網站等可得之

二手文獻中進行分析，僅採焦點團體座談法取得初級資料，另無法再用更多的方

法來進行三角交叉印證或實際執行成果來檢證。 

二、 研究對象層面 

本研究在「焦點團體」的樣本來源分別是政府政策規劃、曾經執行樂齡學習

方案之高齡教育及社會學、管理學的四位學術研究者，以及目前執行樂齡學習中

心的實務專家計六人分別參與兩場焦點座談。 

三、 研究內容層面 

本研究主要以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理論為主要文獻探討重點，「社會企

業」是當前政府極力推動的政策，由於臺灣地區尚未真正落實社會企業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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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策略，有關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的需求意識尚在喚醒階段，且本研究係

屬探索性研究，故而僅止於探究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因此，無

法得知實際執行後對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所產生的成效情形與使用上的

價值偏好，此為本研究在推論與應用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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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樂齡學習中心 

    台灣人口高齡化速度飛快，依據內政部 2015年統計顯示，目前台灣老年人

口已經佔台灣總人口數的 12.22%，所以要為 2018年高齡社會做準備，樂齡學習

讓高齡者身、心、靈都健康，邁向活躍老化的樂齡人生。 

壹、 樂齡學習中心的願景與目標 

    樂齡一詞的概念就字面意義而言，是指為 55歲以上的中高齡者所以提供的

有系統學習活動。就精神而言，強調快樂學習，忘記自己的年齡，忘記憂愁，忘

記煩惱，達到成功老化該有的身心靈滿足舒暢的境界。 

1. 樂齡一詞，「樂齡」（senior citizen）所表達的意義就是開心、快樂、愜意、瀟

灑，甚至是幸福、享受。以「樂」代「老」，而「樂」有「快活」、「安樂」的

意思，「樂齡」一詞的巧妙之處便在於，在造詞的時候顧及語言用戶的心理

感受和承受能力，避開了「老」字。從這個意義上來說，「樂齡」是個婉詞。

樂齡的真正涵意，是希望高齡者透過快樂學習，而達到「忘記年齡、忘記憂

愁、忘記煩惱」的一種幸福意境。《論語述而篇》中，孔子就曾有言：「其為

人也，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樂齡精神其實就是儒家思想的

現代實踐，期望高齡者透過快樂學習，仍能充滿活力，讓其不知老之將至。 

2. 客家話，「樂齡」以客家語言發音，「老人家」的發音正是“Lo-Lin-Ga”（樂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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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樂齡一詞，其實亦具本土味。（魏惠娟，2014）。 

3. 英文學習的音譯 Learning，「樂齡」讀音亦為英文字「Learning」諧音，亦藉

此鼓勵國內長者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精神。「學習」（Lerning），美國文

粹辭典把學習界定為經由經驗或研究而得到的知識、理解或精熟度。相對於

「教育」而言，從學習者的角度著眼，強調個人學習活動在一生持續的發生

和做有意義的安排。「學習」乙詞涵蓋面較廣，包括有組織、無組織，有意的

與無意的學習活動。美國學者杜威（J. Dewey）也提出教育和學習是終生歷程

的說法。美國終身學習計畫中曾指出，終身學習是個體在一生中持續發展其

知識、技巧和態度的過程（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歐洲終身

學習創協（European Lifelong Learning Initiative, ELLI）定義終身學習是人類潛

能的發展，透過一個持續不斷的支持過程，以激勵並使個體能夠獲得生命全

程需要的所有知識、價值、技巧與瞭解，並在所有角色扮演、各種情形與環

境中，具備自信心、創造力與喜悅以應用這些能力。國內成人教育學者蔡秀

美（1996）認為，在終身學習的理念和主張下，人人對「學習」應有全新的

權利觀點，其管道、方式多元且內容無所不包，強調一種持續一生自主精神

的全人發展教育歷程。 

4. 新加坡的用法「樂齡」乙詞，「樂齡」乙詞源引自新加坡對於老年人之尊稱，

研究者 2010年專訪 SAGE（Singapore Action Group of Elders）理事長潘國治，

他闡釋 “樂齡”一詞產生於 70年代末，當時新加坡第一個老人活動中心在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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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勿刹（Jalan Besar）茂德路（Maude Road）成立，首次採用“樂齡中心”這個

名稱，沿用至今機構名稱亦多用樂齡命名，如：活躍樂齡理事會（C3A）、樂

齡志工組織（RSVP）、飛躍樂齡中心、飛躍樂齡學院（由新加坡總理公署部長

林文興創辦）等。本研究用「樂齡」來表達活躍人生和樂天知命的境界，符

合現代社會老年人的實際生存狀況，以利於倡議一種更為健康積極的人生態

度。台灣樂齡教育輔導團的成員魏惠娟教授、胡夢鯨教授等重新為「樂齡」

做一番新的詮釋，以符合台灣高齡者的學習需求（胡夢鯨，2009）。 

一、樂齡的願景與目標 

    樂齡學習的目標是希望達成學習、改變與增能，活躍老化的人生；透過學習，

達到意識覺醒，知道活躍老化是高齡時期的重要任務；而改變是指 透過學習，

開始規劃自己的生涯，並持續學習；最後，所謂增能，是指持續學習後，創造自

己的角色、價值與對社會的貢獻。 

1. McClusky的需求幅度理論(Margintheory of Needs)： 

 密西根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Howard McClusky（1971） 於白宮老化會議提出為

了改善個人晚年的生活情況，有參與繼續教育的必要，在論述高齡教育的意義與

目標時，他提出一個需求幅度理論。其論點為：老人經常面對的是需要想辦法維

持他們在過去的歲月中所享受的能量（energy）及權力（power），如果個人在

老年期時，無法維持良好的狀況，他們可能會失去這些生存的資源；而如果他們



 

能維持好一點的狀況，則他們可能獲得新的資源

因此獲致新的生命發展層次

所謂的「幅度」或者「

其擁有的能量或權力 （power

圖 2-1高齡者

McClusky認為個體一生中

應、處理並經歷其「權力」

期尤其大。無論兩者的變動關係如何

餘，亦即希望在老年期時，

度。老人晚年生活主要的任務

人能擁有更有利的盈餘空間

15 

則他們可能獲得新的資源、產生新的角色與責任

因此獲致新的生命發展層次。 

「空間」（margin），是指老人的負擔

power），兩者比例變化的關係如圖 2-

高齡者「能量」與「負擔」比例變化期望關係圖

資料來源:魏惠娟，2009 

認為個體一生中，無論任何一個階段的生命發展週期

」與「負擔」兩者比例的變動，這個變動的幅度在老年

無論兩者的變動關係如何，老年期需要學習的關鍵乃是要讓能量有盈

，其所擁有的能量之幅度，能超過老年期生活負擔的幅

老人晚年生活主要的任務，就是在學習重新安排生活中的負擔與能量

人能擁有更有利的盈餘空間，這也就是為什麼需要鼓勵高齡者繼續發展或繼續學

產生新的角色與責任，也可能

是指老人的負擔（load）相對於

-1所示。 

 

比例變化期望關係圖 

無論任何一個階段的生命發展週期，都是在適

這個變動的幅度在老年

需要學習的關鍵乃是要讓能量有盈

能超過老年期生活負擔的幅

就是在學習重新安排生活中的負擔與能量，使老

這也就是為什麼需要鼓勵高齡者繼續發展或繼續學



 

習的本質及必要性。 

 分析老年期的教育需求時

概念，他指出從身體的適當性而言

最低限度的適當性，就是為了健康的需要

的收入是為了能活命，而收入實質上的增加

擇的需要，擁有這種選擇的機會

於這些論述，McClusky提出五個層次的需求等級概念如

他所提出高齡者的第一個等級之需求為應付的需要

needs）是指個人由於進入高齡期

如：收入的減少、職位的減少

在這種情形下，McClusky所提出的

16 

分析老年期的教育需求時，McClusky提出了需求等級（range of needs

他指出從身體的適當性而言，個人最低限度的需求是為了生存

就是為了健康的需要。就收入的適當性而言

收入實質上的增加，則是為了自尊的需要

擁有這種選擇的機會，也會帶來個人的成長（McClusky, 1971

提出五個層次的需求等級概念如圖 2-2

圖 2-2 McClusky需求等級概念圖 

 

他所提出高齡者的第一個等級之需求為應付的需要。所謂應付的需要

是指個人由於進入高齡期，首先面對的就是每天生活實質上的減少

職位的減少、影響力與連結性的減少，以及個人精力的消減

所提出的「負擔」與「能量」關係比例之變化

range of needs）的

個人最低限度的需求是為了生存；而超過了

就收入的適當性而言，個人最低限度

則是為了自尊的需要，以及自由選

McClusky, 1971）。基

2所示： 

 

 

所謂應付的需要（coping 

首先面對的就是每天生活實質上的減少，例

以及個人精力的消減。

關係比例之變化，就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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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生活品質相當重要的因素。如果能幫助老人透過教育，能學習到變遷社會中所

需要的生存技能，以因應前述各方面力量實質的減少，這是最首要的樂齡學習需

求。  

McClusky認為這是最重要的高齡教育需求。他所謂應付需求的內涵乃是與生

活中的飲食、居住、穿著、健康照顧與人互動等每天生活需要有關者，例如：基

本教育、身體健康的教育、經濟方面的教育、關於法律上的決定之學習。基本教

育主要是 3R的教育（即：閱讀、書寫與計算），基本教育是其它所有高階教育

項目的基礎。身體健康的教育需求之滿足，則是參與其它活動的基礎，身體健康

的學習又與健康生活的學習有關，如：營養飲食的衡量、適當的運動、定期的健

康檢查以及一切有助於恢復建康的管理策略。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之學習，則包括

維持收入及增加收入的方法，錢財的妥善管理等。另外，晚年生活所需要面臨與

法律有關的決定，如：選擇合適的住宅及居住設備、因應家庭關係改變的法律決

定、以及學習應用休閒時間等。McClusky認為只有當一個人的應付需求得到滿足，

否則就談不上貢獻、成長或利他的需求活動之參與。 

第二個需求層面為表達的需求（expressive needs），這是指人們為了想要參

加活動而參加活動的需求，參加活動的動機，則是來自於本身的興趣，例如：鍛

練肌肉、或運用視覺、聽覺、嗅覺等不同感官的活動，多屬於自發性的活動需求，

例如：瑜珈、氣功、排舞、美術、音樂、歌唱、烹飪等課程。McClusky認為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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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程提供，應該讓表達的需求越少受到限制越好。 

第三個層面為貢獻的需求（contributive needs），此乃是基於高齡者也有想

要「付出」的假設，他們仍然希望自己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希望自己的貢獻能被

別人所接受，貢獻的需求又可以稱之為服務的需求。貢獻需求最常見的例子如：

參與各種志工服務學習。第四層的需求為影響之需求（influence needs），關於

這個面，文獻探討並不多，意指高齡者晚年對於其生活環境及世界也還是有想要

發揮其影響力的需求。老年人在各方面的能力雖然逐漸衰減，但是他們並非完全

沒有能力的一群人，如果能賦予適當的教育，他們所失去的能力，將可以被恢復。

高齡者影響的需求之滿足，如：參與社團領導的訓練、或擔任社團領導人，如：

獅子會、扶輪社、老人會等。 

至於第五個層面是屬於自我超越的需求層面（transcendent needs），是關於獲

致對於生命意義更深層瞭解的需求，老年人若能回顧自己的一生，並瞭解生命的

意義，則雖然身體功能下降，卻仍然能繼續往前。許多研究都曾經論述，由於高

齡者有想要更深入探索生命意義的需求，因此需要參與教育課程。關於生命意義

的探討，通常是透過生命回顧的方式，高齡者很喜歡藉著再一次檢視生命中的轉

折點，來反省自己這一生的生活意義與價值。 

McClusky的需求幅度理論，以及五個需求層級的概念，提供高齡教育課程設

計的架構基礎；需求幅度理論已經為高齡教育的目標與正當性，梳理出一個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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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 

表2-1高齡教育需求類型與樂齡學習方案設計 

需求種類 樂齡學習方案設計 具體方案內涵 

1.因應需求（Coping needs） 

.日常生活任務 

.健康照顧 

.營養 

.收入維持與管理 

（1）生理教育及適應策略。 

（2）心理調適策略。 

（3）收入減少的經濟教育。 

（4）理解老者且予適應。 

（5）人格發展與心理教育。 

衛生保健、疾病預防、心

理健康、生涯發展、投資

理財、健身養護、營養飲

食 

2.貢獻需求（Contributory 

needs） 

.公、私立服務組織工作 

.參與立法事務 

.在學校授課 

（1）發展老人貢獻的動力。 

（2）幫助老人發現興趣的潛

能。 

（3）授與服務知識和技能。 

社區服務、社區照顧、人

力管理、環境保護、電腦

資訊、法律常識 

3.影響需求（Influencing 

needs） 

.聯合他人力求改革 

.對關心的事發表言論、進行

討論 

（1）幫助老人認清最適當角

色。 

（2）發展個人或團體技巧。 

（3）提供社會支持。 

（4）幫助老人評估活動結果。 

社會關係、政治服務、專

門技能、社群領導、技藝

傳承、人際溝通 

4.表達與沈思需求

（Experssive and 

contemplative needs） 

.學習新的手工藝技巧 

.學習新的語言或舞蹈 

.研讀感興趣的主題 

（1）休閒教育活動，增進創造

力，改變自我形象 

（2）社會關係活動，保持社會

接觸，減少社會隔離。 

韻律、舞蹈、攝影、設計、

繪畫、書法、插花、烹飪、

美容美髮、戲劇、歌唱、

民俗技藝 

5.超越需求（The needs for 

transcendence） 

.如何超越生理經驗而到達

一種更高層次的領悟 

（1）提供智慧認識人生意義。 

（2）詮釋不同人生意義。 

（3）提供支持性的回顧環境。 

（4）促進精神活動。 

死亡教育、宗教、人生哲

理 

資料來源： 

 （1）McClusky,H. Y. Education for aging, In S. N. Grabowski & M. W. Dear, Learrning  for Aging, Washington, D.   

C. :Adult Education Association,1973 

（2）Lowy, L. Human-Service Professionals: Their Role in Education for Older People. In Gemerations, 12 （2） , 1987, 

pp.31-36（轉引自吳老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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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界衛生組織(2002)提出活躍老化的概念： 

 各種老化口號比較之下，基於可能與先前所提的老化口號如正向、生產、健

康與成功老化等混淆，故各方對「活躍老化」一詞的定義不同；WHO於 2002年

出版《活躍老化：政策架構》報告書（Active Aging: A Policy Framework），該報告

書將「健康」、「參與」與「安全」視為是活躍老化政策架構的三大支柱。（WHO, 

1999; WHO, 2004; ICAPA, 2004）新的修正定義藉由生活型態改變與介入，及「活

躍老化」的提倡，以達成上述目標直到生命的末期，隨即受到國際性組織的重視，

並極力倡導做為高齡社會政策擬定的主要參考架構。總之，此政策架構之內涵非

常具體明確，不但指引了政策規劃的願景與方向，此一概念也轉移了對於高齡教

育策略規劃之觀點，是從「需求導向」，到「權力導向」，前者視老人為被動的群

體；後者則注重老人在年老時生活各層面、各種機會與措施上的均等（魏惠娟，

2012）。過去所謂的撤退理論（disengagement theory）或罹病性壓制理論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已不適用，應進一步修正，以「正向」、「功能」及

「目標」導向替代「負面」、「疾病」和「問題」導向，成為預防失能的積極策略。 

貳、 樂齡學習中心的類型 

一、 公部門系統承辦的樂齡學習中心 

    依據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申辦樂齡學習中心計畫原則，申請單

位資格包括優質之續辦樂齡中心、鄉（鎮、市、區）公所、公共圖書館、以日間

有剩餘教室之各級學校、具備執行能力之立案民間團體。 



21 

 

二、 非營利組織系統承辦的樂齡學習中心 

    目前由非營利組織申請辦理樂齡學習中心的機構包含社會福利基金會、社

區發展協會、生活美學協會、教育協進會、文創學會、救國團、紅十字會、老人

會、醫療社團法人等民間團體。 

    非營利組織由字面上作解釋，就是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組織。其最重要的特色

是融合了公部門組織的不營利特性與民間組織有彈性、不拘混於典章制度的特質，

不但具有企業的模式，更深具促進公共利益的責任與使命。事實上，當非營利組

織面臨任何壓力或變動時，所有決策皆以實現使命為最高標準。 

    陸宛蘋(1999) 也提到「非營利組織」並非完全不營利，主要乃非以營利分配

為目的之組織，換句話說非營利組織也可以有營利行為，甚至可以有盈餘，只是

盈餘不得分配至個人或相關之私人口袋，而是必須將其繼續投入符合組織公誼使

命的運作上，或作為機構的目的事業之用，確保不受利益分配的影響而扭曲了其

執行正確性。整體而言，非營利組織乃是一個由財團支助或接受大眾捐助，且另

一方面接受政府輔導的民間組織機構，其所具有的公共性、公益性，以及所彰顯

出的民間自發性力量，是頗受社會大眾的支持與注目，也是說探討樂齡學習中心

承辦體制時不可忽視的關鍵影響群。 

    非營利組織因財團法人和社團法人有不同的區別。社團法人需要多人

共同的行為，財團法人則可由一人單獨捐助設立；社團法人無須登記 (除非

以公益為目的 )，  財團法人則都以公益為目的需要登記；社團法人是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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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 (有社員，有總會 )，財團法人是他律法人 (無社團，無總會 )；社團法人

可由內部會員自行決定組織章程，財團法人組織管理不完備時僅得聲請法

院為必要之處份。  

參、 樂齡學習中心的成果與發展 

    樂齡學習計畫的實踐是以教育部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為依據

(教育部，2006)，制訂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實施要點(教育部 2008，2009，2010)。

基於要點的規定，教育部公告徵求委託辦理單位，並成立樂齡教育輔導團。再透

過受委託輔導團的研發，編制經營手冊、辦理研習培訓、進行訪視輔導、研擬評

鑑指標與方法，最後執行訪視評鑑計畫，評選出績優的中心以及各中心的等第。

從方案規劃 執行與評鑑的角度，樂齡學習方案的規劃，掌握了系統與創新的規

劃原則，創造了台灣本土的樂齡學習。 

     臺灣近年受到台商外移、企業購併的衝擊，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2012

年國人平均退休年齡為 57.3歲，較七年前延後近 2.5歲，與國人的平均壽命 76

歲相比較，退休養老時間約二十年，面對二十多年的退休生涯的生活安排，

顯得格外重要。財金教育協會（FINLEA） 委託政治大學商學院民意與市場調查研

究中心，針對全台年滿 30至 60歲且尚未退休的民眾進行退休態度觀念調查，

「2013台灣退休趨勢大調查」發現越年輕越想早退休，近五成退休後想遊山玩水，

其次為做義工，逾三成害怕未來的退休生活，越沒準備，對退休也越感到害怕。

就生命發展任務而言，學習有助高齡者以正面態度面對並妥善因應生命任務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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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高齡期所面臨的生命課題與任務涵蓋甚廣，如生理機能的變化與可能的衰退、

自我的統合、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的追尋、對死亡的接納與超越、社會參與、對

生活的圓滿安排等。這些生命課題提供了學習的機會，透過學習，高齡者能對生

命課題與任務有正確與正向的認知，並習得妥善因應、正視並積極面對生命課題

與任務的能力。除教育老人接受自己老化的事實，幫助社會大眾對老化相關議題

與老人教育的正確認識，以建構一個善老、尊老、敬老且世代共融、青銀共創的

社會是當前重要的課題。  

 回顧我國老人教育方案的實施，若從 1978年台北市基督教女青年會創辦了

青藤俱樂部於開始至今 38年歷史。目前台灣已有兩百餘間老人教育機構，各縣

市政府及民間團體均辦理長青學苑、松年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文康活動中心、

行動式老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等方案。研究發現高齡者願意參與學習活動者達

60%（黃富順、林麗惠、梁芷瑄，2009），唯實際參與人數，據教育部 2009年委

託暨南國際大學所進行的一項調查研究，發現我國 65歲以上實際參與活動人口

僅 11.4%（吳明烈、李藹慈、賴弘基，2009）。根據內政部（2009）調查，65歲

以上高齡者知道且曾利用長青學苑的比率只有 11.52％；有 24%對於「辦理老人

休閒娛樂活動」、「提供老人各類進修教育或活動之設施」、「設置老人文康休

閒活動中心」及「設置樂齡學習中心」知道但「不想利用」。（衛福部，2013）

然而，樂齡學習方案是否真的不足呢？林淑敏（2004）針對我國老人教育實施途

徑之調查研究發現，長青學苑至少提供超過十個類型的課程，林林總總五花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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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科目，不能說不足。各類老人教育組織，雖然主管機關、成立宗旨、設立

名稱略有不同，然其經營模式卻沒有太大改變，調查屆齡退休者以及高齡者的學

習需求，發現整體的學習需求是介於「不需要」與「需要」之間（黃富順，2008）。

由此可知，參與的學員人數雖增加，但成長的比例沒有與高齡人口的增長比例相

互呼應，顯見樂齡學習市場的供需之間有極大的差距。 

    目前國內樂齡學習方案的師資及工作人員之專業培訓，僅有實驗性質或計畫

性質的方案，多以短期式培訓，培訓完後亦無實習、試教、補強、再增能等追蹤

完整機制，致使專業人才資料庫形同虛設。高齡者在多樣不同的環境經驗中成長，

異質性大，各有其不同的禁忌與需求之處，規劃與執行樂齡學習方案之各類工作

人員，應有一套完整的系統依循，秉持專業認知以促進高齡者學習，對於樂齡學

習方案的服務品質更應謹慎，以符合高齡者人權之立場。 

「活躍老化」的實踐研究，經由成人教育學者的努力，已經建構出活躍老化

高齡教育的課程架構（魏惠娟，2013）、指標（林麗惠，2012）以及活躍老化樂

齡學習系統方案(陳雪珠，2015)，樂齡總輔導團也研發出樂齡規劃師、樂齡輔導

員等相關配套機制，推動活躍老化樂齡學習、提昇高齡教育成效，推動臺灣老人

教育政策的發展，以軟著陸的方式迎向高齡社會。 

行政院在 104年 10月核定「高齡社會白皮書」，請教育部結合民間資源持續

推動樂齡學習優先區、建立認證機制、設置退休準備教育中心等措施，充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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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學習者進階學習的機會。教育部105年已經在全國廣設339所樂齡學習中心、

成立 12所縣市級示範中心，並結合大學校院開辦樂齡大學，提供高齡者適性學

習活動，並鼓勵擔任樂齡志工，進行社區推廣。自從推動樂齡學習以來，參與人

次由 97年 47萬人次，增加到 104年 188萬 2,192人次，成長達 4倍多，教育部

更從 102年起將樂齡學習資源以宅配方式，送達 769個偏鄉及村里，105年將村

里拓點數擴到大 2,494個，短短 3年成長 3.24倍。可見樂齡學習方案的提供具有

市場性。 

    樂齡學習的成果，不僅止於讓高齡者快樂學習忘記年齡，更是讓還沒有老的

樂齡族，透過志願服務的方式，學習活躍老化課題，由於樂齡學習中心為符合高

齡者學習的近便性，遍佈各鄉鎮市區，為將高齡者請出家門，樂齡志工深入社區、

樂齡講師宅配偏鄉。於是，意外地創造出社區豐沛的樂齡人力資源與社區產業資

源，從社會力漸次發展出經濟力，透過學習、改變、增能的循環，以打造高齡友

善社區，而發展出樂齡社區產業，服務貢獻的方案依樂齡學習中心的資源發展，

無論是節慶義賣、慈善義剪、才藝表演、宅配學習與關懷，再再都體現了高齡豐

沛的能量，世代共學更傳承了社區歷史文化珍寶，證明了高齡者不是社會包袱而

是社會資本。 

然而，奠基七年深耕樂齡所發展出來的社區產業雛形或是課程產品，卻因為

樂齡學習中心是屬於教育部終身學習司的補助計畫案，並非依法常設機構，從經

費來看，僅止於業務費和少數設備費的補助，並無人事費的預算編列，因此，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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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沒有開放申請和尚未核定的過渡期間，樂齡學習中心就面臨斷炊或轉向其他計

畫的問題。所幸，申辦樂齡學習中心的民間團體受教育部與樂齡計畫總輔導團的

精神號召，也體會學習活躍老化樂齡新知的成就與收穫，因此，紛紛尋求外界資

源與資助，更積極謀求經濟自立，漸次發展出樂齡社會經濟價值的雛形。 

陳雪珠(2015) 探討活躍老化樂齡學習系統方案規劃架構、實施策略與操作

模式，以 40位不同年齡、性別與社經背景高齡者為對象，實施半結構式訪談，

獲至研究結果。其中活躍老化樂齡學習系統方案之四大實施策略與四類操作模式，

應可以做為樂齡學習中心課程產品化與經營社企化的參考，茲簡述如下： 

一、 活躍老化樂齡學習系統方案實施策略 

實施差異化產品策略命名「福祿壽易學」分年齡與性別兩個系統模組。 

(一) 以價格策略區分義務教育、以工助學補助計畫以及樂齡學習自費產品，

強調學習有價使用者付費，經濟優勢者負擔應有的成本，弱勢者以學習

分享來獲得教育補助卷，施者受者皆得尊嚴。 

(二) 以通路策略輸送樂齡學習中心、高等教育機構和民間企業單位。樂齡

學習示範中心扮演研發與教育訓練平台，將有理論的成熟課程產品與合

格樂齡輔導員、講師、規劃師輸送至偏鄉樂齡學習中心，並成立縣市及

跨部門的學習平台，擴散教育密度與廣度。 

(三) 以促銷策略制定機構辦理日間學期多元生活學程或自主團體學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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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因應少子女化，開放校園活化閒置空間，以學習休閒化，休閒教育

化概念，鼓吹短期寄宿或長期就讀，創造體驗活躍老化的學習風潮。 

二、 活躍老化樂齡學習系統方案操作模式 

一方面推動活躍老化樂齡學習系統方案，另一方面則鼓勵民間團體、企業單

位投注資源，將達事半功倍之推動績效，完善終身學習體系。建議老人相關民間

團體或銀髮產業相關企業，運用活躍老化樂齡學習系統方案規劃之實施策略與操

作模式，針對不同對象選擇適合的主題或學習內涵滿足其不同需求，以提供有趣、

有用、且有效的操作模式，加強與政府、大學院校及其他組織之合作與連結，提

昇經營成效，邁向三贏的活躍老化圓夢之旅。 

依據學習對象之年齡、性別與社經背景，規劃符合不同市場取向的四類實施

模式，其一、學科統整模式：以學程策略建構高齡學習知識樹；其二、多元操作

模式：以多元操作習得調適因應的生活知能；其三、自主團體模式：以團體動力

促進社會參與與延續成效；其四、特定對象模式：以學習者特質規劃核心主題以

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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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企業 

壹、 社會企業的定義與類型 

   社會企業是什麼？依據美國社會企業聯盟對於社會企業運動簡單定義就是非

營利組織藉由擴展財務多元來源的策略規劃(through earned income strategies)，

讓組織可以永續發展(sustainable nonprofits )。英國於 2001 年 10 月 9 日在英國

貿易及工業司(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下設置社會企業組(The Social 

Enterprise Unit)專責社會企業相關政策制訂，以及社會企業的推展與評估。依據

英國貿易及工業司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一個組織運用營利的方法(Business 

Approach)來解決社會問題(Social purpose)，這就是社會企業。從以上美國和英國

發展社會企業的經驗以及定義來看，臺灣非營利組織在推展組織多元財務管道的

發展上，不論是稱為「福利事業產業化」，還是如歐美非營利組織所倡議的「社

會企業運動」，其實都涵蓋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運用營利的方法來解決社會

問題(丁元亨，2008)。 

    創新型社會企業，在意義上是不依靠捐贈，而是憑藉自身的營運，在市場機

制下自給自足而獲利，並回饋社會公益。在特色上是僱用弱勢員工投入生產、提

供勞務或提供產品、服務給弱勢顧客，解決社會問題並創造價值。在領域上主要

是教育、環保節能、貧窮、弱勢族群及公共衛生等領域。在目的上社會企業是用

商業創新的手法，結合主其事者的人脈及品牌通路等資源，達到企業獲利並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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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獲利投入公益，並滿足及超越自我成長的目標(蔡文賢，2008)。 

    國內學者林吉郎在 2008年也提出所謂「社會企業」，既不是純粹的企業，

亦不是一般的社會服務，社會企業透過商業手法運作，賺取利潤以貢獻社會。它

們所得盈餘用於扶助弱勢社群、促進社區發展及社會企業本身的投資。它們重視

社會價值，多於追求最大的企業盈利。英國牛津大學 Said Business School :「一種

專業、創新和可持續的方法，解決社會中市場機制的失靈，並且有效地把握機會。」；

美國哈佛商學院的 Social Enterprise Initiative :「社會企業包括了所有個人或組織，

不論其所屬的法定地位（如：非營利、私營和公營），重要的是為社會進步而作

的貢獻。」；社會企業知識網路（SEKN） :「任何非營利機構、營利機構，或公

營機構等企業所參與具社會意義的活動或任何具社會目的的貨品或服務生產。」。

截至 2007 年 3 月，全香港共有 208 個由社會服務團體開辦的社會企業。香港學

者陳錦棠對於社會企業提出重要的學術與實務界的定義：1.「社會投資」模式 

(social investment approach)；2.「以工代賑」模式 (welfare-to-work approach) ；

3.運用商業方案去解決社會問題 的一種策略；4.可於“公” (public sector)， “私” 

(private sector)及 “第三部門” (third sector) 中出現，但大多數是由非營利組織/非

政府組織 (NPO/NGO)實施。他認為香港的「社會企業」具有四項特質：1.藉企業

的發展策略達成社會目的；2.其發展途徑包括：以工代賑，以及社會投資兩項；

3.鼓勵社區中的邊緣團體自立更生；4.重視可永續發展。香港的社會企業型態為

1.多元化的服務；2.多元化的類型：社會企業的類型亦同樣多元化。在香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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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企業主要分為「企業模式」、「合作社模式」及「社區經濟項目」三種類型。 

     (黃崚弘，2009)，有別與當今第一部門、第二部門以及第三部門的一種新型

態的組織，其組織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社會企業不僅是以商業的方式來運

行組織，且具有一般企業的型態，社會企業希望透過市場機制的方式來解決社會

問題又能維持組織的生存，進而帶給社會正向轉變，是為社會企業最重要的目的。

社會企業是具有商業行為且能解決社會問題的組織。首先 Sagawa & Segal ( 2001)

與Waddock (1988)皆以廣義的方式來定義社會企業，他們認為一般企業，如果能

將它應負的社會責任做好，即可稱此企業為社會企業，似乎將企業本身具有的社

會責任，視為社會企業的特質。 

    而 Young（2001）認為社會企業包含兩種界定方式，其一為對於社會公益有

所貢獻的企業，另一為非營利組織透過商業化手段賺取營收。所以不單是企業可

為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也會因為商業化的手段，而成為社會企業。 

    Wallace（1999）對於社會企業的完整輪廓有較清楚的描述，他認為社會企業

即是有著社會目的的企業，所以說社會企業本身即有可能是為企業或是具有企業

型態的組織，但目的都是以解決社會問題作為組織的主要精神。 

    Alvord、 Brwon & Lettsn（2004）則是從社會企業所可創造出的價值來看社

會企業，認為如果企業在消極面上可以解決社會的需求或是問題，即可以算是社

會企業，但如果企業可以帶給社會不論在經濟、政治或是社會系統上的變化，即

達成所謂的社會轉型此為社會企業更大的貢獻以及功能，所以企業無論在消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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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決問題或是積極面達成社會轉型都可視其企業為社會企業。 

    Black&Nicholls（2004）他們則是把社會企業視為一種價值，認為社會企業是

一種精神狀態、即是驅動社會正義與公平的熱情，可以創造一個自給自足且可以

面對市場的企業。從上述由社會企業價值面來定義社會企業，當可將社會企業視

為一個可以自我創造價值的組織，其精神不論消極或是積極的來看，如可解決社

會上的問題，就是具有社會企業價值。 

    以上是從社會企業的概括性以及所可創造的價值兩層面進行定義，而英國貿

易工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簡稱 DTI（2001）則是著重於社會

企業的運行，他們認為社會企業在運行上具有其獨立性，社會企業運行時他們不

僅有著解決社會問題的目標，也有著經濟上的目標，因為社會企業希望透過商業

上的行為可以維持財務的穩定，以求組織持續的運作達到目的。DTI（2002）的

社會企業定義最大的特徵是在競爭市場上銷售貨品與服務的收入，必須要達到其

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從 DTI 的角度來看，即從社會企業的運行來看，是

以商業作為來產生利潤維持運作，且必須有一定程度上財務和運行上的自主權。 

    Dees、Econonmy＆Emerson（2004）則認為社會企業具有兩大特色：（1）

社會企業具有社會目的：主要是透過組織、管理者、員工以及顧客所創造的利潤，

以維持和改善社會現況。（2）社會企業融合社會及商業手段：除了發揮力量建

立股東對組織的信任，社會企業家還必須尋找創新方法以創造利潤，如同營利企

業一樣，將組織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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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從社會企業的運行方式來看，社會企業為一個具有獨立性且有商業性質的

組織，必須有著對於財務上和運行上的自主權，且有創造利潤的能力，以維繫組

織與股東的關係。 

    而 Allen（2005）則是從組織的特性及目的還有組織的所有權這三大面向對

社會企業所下的定義的。且與英國研究社會企業的組織 Social Enterprise London

所提的社會企業三大面向幾乎雷同。 

（1）企業導向：社會企業直接對於市場生產產品以及提供服務，找尋可行的交

易關係，透過交易產生盈餘。 

（2）社會目的：他們有清楚的社會目標像是創造工作機會、提供訓練當地服務，

對於社會的成員還有廣大社群擔負起，對環境與經濟影響的責任。 

（3）社會的所有權：他們是以利害關係人（客戶或是當地的社區團體等）或是

以信任為基礎有著治理權以及所有權架構的自治組織，利 

潤的分配分享於利害關係人以及用於造福社會。 

    從上述整體面的定義來看，社會企業具有企業導向、社會目的以及社會所有

權三大特色，從三大特色來看，當是統整了前述的概述面、價值面、運行面等三

構面的定義，給予社會企業一個完整性樣貌的描述。 

    而以上不論學者或是團體都有提到社會企業具有社會目的，陳金貴提到

（2002）哈佛 1993 年成立的社會企業發展中心認定社會企業所的社會目的範圍

包含藝術和文化、公民和倡導、社區發展、教育、環境、基金會、健康照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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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和社會服務、國際發展及宗教信仰等這些議題。社會企業就是不僅服務上述這

些範圍，而且社會上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就業問題、資源分配、或是種種所謂

的社會不公，都需透過社會企業來解決以及達到社會正義，這就是社會企業存在

的價值和目的。 

    綜合上述，社會企業在營運上以及組織的形式上，強調其自主性，以及其自

給自足的能力，這是為我們所熟知企業的基本條件，但其責任與價值，是著重在

於解決社會問題並且更進一步的帶來社會轉型這與一般企業的價值有所不同，但

卻與非營利組織在目的上和價值創造上有所接近，其實社會企業在運行上或在其

價值創造的規模上，似乎超過了我們所了解的樣貌，此也代表著社會企業所具有

的獨特性和重要性。透過學者對於社會企業定義的描述及定義整理為表 2-2 以各

構面作為社會企業定義分類的整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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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社會企業定義整理表 

 

 

資料來源：黃崚弘，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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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是近年來一個新興的觀念，它打破了一般人對

非營利組織跟營利組織之間的一個界定。非營利組織不在完全的依賴政府補助和

社會捐款，而是可以適時的藉由商業的行為去創造盈餘，讓組織間的運轉更活絡，

也更有力量去達到社會目的的功效。1977 年英國學者 John Elkington (1977)提出

了三重底線的原則（Triple Bottom Line），他認為一個企業可持續性發展，最重

要的不是想著如何實現營利的最大化，而是堅持三重底線的原則，企業盈利、社

會責任、環境責任三者的統一。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最大的差別在於動機上的不

同，一般企業經營企業的動機是為了獲利，但是社會企業的經營動機，是以達到

社會目的作為一個前提。（Mair & Martí, 2006）社會企業價值傳遞的目標為資源

不足、被忽視，或極弱勢人口，他們缺乏財政手段或政治影響力來改變現狀（Martin 

& Osberg, 2007）。其傳遞價值方式與傳統企業或是接受捐贈的非營利組織不同之

處在於，社會企業強調讓目標群體能夠承擔自己的命運，透過學習、就業等方式，

融入企業價值創造活動，進而促進個人和社會發展（Mair & Schoen,2005）。 

    (杜強國、歐冠良，2011)，經由文獻的整理與回顧，從社會面、環境面、商

業面三個方面去界定社會企業： 

社會面:社會企業對社會的關懷，減少社會問題是他們的使命，比如創造就業、提

供服務等。 

環境面:社會企業在經營的同時，提供了什麼樣環境跟工作人員對話、跟消費者對

話、跟社區對話、跟社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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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面:社會企業藉由獨特能力、創新能力或者是整合能力去創造價值，使企業的

自主性提高，以企業永續經營作為一個目標。 

  （鄭勝分，2013），社會企業浮現雖源於財政危機背景，但由於各國政經環

境差異，社會企業成為一個寬廣且難以界定的概念，各國對社會企業之定義也不

盡相同，我國也無統一的定義。不同環境脈絡各自引導不同社會企業視野，卻也

導致定義模糊問題，長久以來成為爭議不斷議題。為解決此社會企業定義模糊問

題，國際重要組織與相關研究社群競相為社會企業尋找精確定義。如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1999）

所出版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s）中提出，社會企業是「指任何能產生

公共利益的私人活動，有助於改善社會問題，以達到特定經濟與社會目標，特別

是社會排除與失業現象，非以追求利潤極大化為目的」，並歸納社會企業具備 11

項特質：(1)可採取不同的合法組織型態（例如合作社或社團），(2)富含企業精神

的組織，(3)有利潤不得分配之限制，但重新投入企業的社會目標不在此限，(4)

強調利害關係人而非股東，重視民主參與及企業化組織，(5)兼具經濟及社會目標，

(6)主張經濟及社會創新，(7)參與市場法則運作，(8)具備經濟持續性能力，(9)高

度的財源自主性，(10)強調回應未經滿足的社會需求，(11)勞力密集的活動。 

    EMES歐洲研究網絡（EMES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則嘗試從寬廣無邊

範圍中尋找理論定位，建立社會企業理想型指標（ideal type）。檢視 EMES社會企

業定義，共具備社會、經濟與治理三大層面(Defourny, 2001; Defourny &Nys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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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在社會面，社會企業是(1)具備公共利益目標組織，(2)由公民發起之行動，

以及(3)有限分配利潤；在經濟面，社會企業需(1)持續生產與財貨銷售，(2)具備

風險特質，以及(3)擁有最少支薪員工；在治理面，社會企業擁有(1)高度自主性，

(2) 決策權非依持股決定特質，與(3)民主參與本質。 

    因此在 EMES定義下，社會企業可被視為勞動合作社（workers’ co-ops）與生

產型非營利組織（production oriented NPOs）的混合體，社會企業同時擁有兩者

功能，包含工作整合（work integration）與提供個人化財貨與服務（personal services）

功能，得以迅速回應身心障礙者與弱勢者需求(Defourny, 2001)。檢視 EMES對社

會企業定義貢獻，在於確立社會、經濟與治理層面對社會企業維持合法性重要程

度，並為後續研究奠定理論基石。而吳佳霖（2012）彙整了歐美及我國對於社會

企業之定義與指標，提出社會企業有三大共同的特質，分別為社會目的、社會經

濟（social economy）與商業運作，如表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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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我國、歐洲、美國社會企業定義與指標彙整表 

 

    (廖嘉展，2014)，社會企業是非營利尋組織與財務自主的發展模式，在組織

發展過程中，非營利組織學習企業部門的市場運作方式，尋求經濟的發展，且在

這樣的基礎上，更積極的推動原本組織公益的使命。要之，社會企業在於以商業

行為支持組織使命的運作，創造更大的社會公益價值。營利是一個工具而非目的，

社會公益的實踐才是社會企業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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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企業混合結構特質，導致各界對定義看法莫衷一是，實不利於社會企業

學術研究開展。為聚焦研究方向與社會企業定位，本研究經歸納國際組織與國內

外重要學者之定義與研究，初步提出社會企業具備社會目的、社會經濟與商業運

作三項特質。首先，社會企業係具備社會目標之組織，以滿足弱勢市場需求為首

要考量，如提供身心障礙者或遭勞動市場排除者就業機會，或滿足購買力不足之

弱勢族群所需財貨與服務需求，甚至是可促進弱勢組織發展等服務，皆為社會企

業社會目的範疇。其次，社會企業橫跨市場、政府與第三部門，其特質超越一般

營利企業或非營利組織，除滿足弱勢市場需求外，同時也兼具社會整合功能，並

非純粹追求最大獲利或社會使命，故具備社會經濟特質。第三，社會企業為滿足

弱勢市場需求，必須經由商業運作創造收益，用於維持社會目標運作，落實財務

自給自足狀態，以期能持續提供弱勢市場財貨與服務，達成永續發展願景，故社

會企業不僅重視商業運作效益，亦須承擔伴隨而來的財務風險，以及因應商業運

作所產生之治理結構變革。 

    過去對社會企業理解，多延續歐陸保障弱勢者就業觀點，視社會企業為解決

失業問題工具；或從美國福利去管制化角度，探討非營利組織商業化行為，對於

降低政府財政壓力功能。兩股脈絡相互交錯下，社會企業發展愈顯複雜，我國與

歐洲、美國在社會企業的發展亦不盡相同。檢視各國社會企業發展脈絡發現，社

會企業概念雖寬廣，仍可歸納出兩種發展軌跡，一為非營利組織師法企業，範圍

包含各類基金會、協會或互助會等，另一則為企業師法非營利組織，類型涵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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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公司與合作社等（陳金貴，2002）。而兩種軌跡又引領出四種社會企業發展途

徑，在非營利組織師法企業方面，包含非營利組織商業化、社會企業精神，在企

業師法非營利組織方面，則包含社會經濟與企業社會責任（鄭勝分、劉育欣，2013）。

由四類社會企業發展途徑觀之，以非營利組織商業化與我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

化最契合，定位於非營利組織師法企業軌跡。非營利組織以使命為優先，當商業

化活動引入後，財務收益成為非營利組織追求目標，故如何平衡社會與經濟雙重

底線目標，乃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理論核心。以下就兩種社會企業軌跡與四條

發展途徑簡要說明。 

（一）非營利組織師法企業 

就非營利組織師法企業而言，可分別從非營利組織商業化與社會企業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探討。 

1. 非營利組織商業化 

    在非營利組織商業化方面，相關探討泰半圍繞在商業化議題，主要聚焦於非

營利組織如何經由商業化獲取資源，故又被稱為賺取收益學派(Defourny &Nyssens, 

2010)。在該學派眼中，社會企業是混合特質組織，兼具社會與經濟雙重底線目

標（double bottom line），彼此以交叉補貼方式，透過商業活動產生收益，用以支

撐社會目標，進而達成組織使命，減緩政府補助不足與外界捐贈不穩定情況，達

成永續發展目標並增進營運自主性(Dees, 1998; Dees &Elias, 1998)。 

    簡言之，非營利組織可望藉商業化創造資源管道，除穩定機構財務狀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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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擴大社會影響力；其次當非營利組織商業化，可使購買者或捐贈者逐漸重視非

營利組織效率與效能，改善過去志願失靈現象，重新塑造非營利組織在社區中的

形象，增加資源服務的效能與效率，消除非營利組織為人詬病的問題；第三，商

業化機制使非營利組織可透過企業精神創造弱勢市場需求，或透過協助弱勢擴大

產業創造收益，不再局限於傳統的福利救助體系，增進公共利益(Austin, Stevenson 

& Wei-Skillern, 2006; Brinckerhoff, 2010)。  

    如加拿大的 Summer Street就是典型案例，該機構原為服務智能障礙者的非

營利組織，運用服務開發與設備租賃，發展成為社會企業，租賃所產生的收益則

投入其他社會方案，提供智能障礙者就業機會與培訓之用，目前營運內容包含商

務會議餐飲設備租賃，提供宴會場所與食物，以及郵件包裝服務，提供省時、專

業的包裝與郵寄服務。 

2.社會企業精神 

    社會企業精神主旨，係強調如何透過社會創新活動滿足弱勢市場需求，甚至

進一步創造嶄新社會價值(Austin et al., 2006; Dees & Anderson, 2006; Defourny 

&Nyssens, 2010)。富含社會企業精神之創業家，又被稱為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而何謂成功的社會企業家，目前尚未有定論。一些關注於社會企

業精神研究者認為，社會企業家雖無普遍性定義，但仍有共通特質，必須擁有創

業知識與能力(Boschee, 1998; Dees, 1998; Leadbeater, 1997)，以及可容忍創業財務

風險，並能有效運用與辨識資源型態(Austin et al., 2006; Perrini & Vurro,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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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諱言，上述社會企業家特質仍然模糊，不足以理清社會企業精神內涵。

為解決此困境，呂朝賢（2008）嘗試歸納社會企業精神創新活動涵蓋五種型態，

包含：1.提供創新的服務與商品，2.擁有創新生產模式，3.具備創新資源結構，4.

能開發新的市場價值，以及 5.創立新型產業架構。前述五種模式，雖未能直接做

為理解社會企業精神基礎，卻提供後續研究對社會企業精神活動型態之認識，仍

頗具參考價值。相較於非營利組織商業化途徑，社會企業精神更顯得單純但也格

外有力，它不解釋社會企業為何存在或如何運作問題，而是強調社會企業應有的

實用價值，認為社會企業應重視創新能力。 

    相關案例如著名 Ashoka基金會即屬此類組織，該組織提供支援網絡、資金

投入或經驗參與等服務，協助青年創立社會企業，以改善身處生活環境；又如新

加坡 MIND智能障礙者機構，為促進智能障礙者就業，不僅開設食品與洗車等商

店，提供各類就業與工作訓練，更嘗試發掘智能障礙者藝術潛能，設立手工藝品

與表演藝術坊，為智能障礙者產品開創品牌價值。 

（二）企業師法非營利組織 

    企業師法非營利組織方面，可分別從社會經濟與企業社會責任（CSR）兩種

途徑探討。 

1. 社會經濟 

    社會經濟途徑主要係延續歐陸工作整合目的，強調企業或合作社如何經由雇

用遭勞動市場排除者，解決失業造成的社會問題（鄭勝分，2005）。社會經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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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可溯及古羅馬與希臘時代的工匠組織基金設立，近代則針對工業革命衍生的社

會問題，基本概念係透過合作與互助活動，協助成員脫離貧困生活(Defourny & 

Develtere, 2009)。隨著時代快速變遷，社會經濟已不再限定於合作社，範圍拓展

至所有以社會目的為主的經濟活動，除了解決社會問題與經濟危機外，更扮演促

進社會融合的角色，無論是第三部門或私部門，皆可整合於社會經濟範疇之中，

但仍以合作社為發展主軸(OECD, 2003)。社會經濟途徑的社會企業，被視為是生

產型非營利組織與勞動合作社混合體，同時擁有提供遭勞動市場排除弱勢者與身

心障礙者工作機會，與迅速且持續地提供個人化財貨與服務兩種功能(Defourny, 

2001)。 

    社會經濟途徑之社會企業，以社會合作社為代表。以義大利為例，因社會合

作社跨越非營利組織與一般企業，不僅具備社會使命，亦能彌補市場與政府失靈

問題，使義大利政府將社會合作社視為混合組織，不僅可享有公共採購與賦稅優

惠，私人捐贈亦能抵稅(OECD, 1999)。合作社轉型為社會合作社，除延續傳統合

作社之經濟目標外，也同時保障社員權益與滿足社會需求，超越合作經濟初始精

神。例如米蘭的 La Cordata Hostel社會合作社，係以青年宿舍形式成立，其以略

低於市場價格，提供大學生或遊客住房，營收則部分用於維持營運所需開銷，另

一部分則做為遭虐待風險青年心理輔導與住宿之用，風險青年可在受保護環境中，

改變原有惡習或撫平受虐傷痛。 

2. 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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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關於企業社會責任日益受到重視，其主要概念係指除追求股東獲利極大

化外，也必須顧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例如員工福祉、消費者權益、社區活動

或環境友善等（池祥麟，2009）。過去企業社會責任被視為行有餘力下產物，畢

竟就本質而言，企業目標是利潤導向，也就是所謂強調經濟目標，故企業因從事

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將降低公司的收入實質上有違公司設立本質。然而，企業從事

企業社會責任卻能為自身帶來許多利益，Aguilera等人(2007)認為可分別從法律、

經濟與道德面檢視誘因。在法律面，企業可透過捐贈而獲得稅賦優惠，例如美國

法律中以 501(c)(3)、501(c)(4)為主要代表。在經濟面，企業社會責任本身可以被

視為一種行銷策略，企業藉由從事公益或慈善活動拉抬社會形象，有助於促進消

費者購買意願；在道德面，企業社會責任可望提升企業內部整合，降低員工離職

與流動情況(Aguilera et al., 2007)。對非營利組織而言，企業社會責任可望為其帶

來額外財務資源、產品服務、社會知名度或知識技術，不僅能藉此獲取資源，亦

能開展社會影響力（池祥麟，2009）。 

   但必須理清的是，企業從事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企業兩者分屬不同概念，企

業社會責任雖然兼具社會與經濟目標，但從企業從事企業社會責任誘因可知，社

會活動係奠基於經濟目標，無論是為求稅賦優惠、獲得正面形象與內部整合，企

業從事企業社會責任仍以獲利為前提，但社會企業卻正好相反，係以經濟活動促

進社會目標實現，兩者缺一不可。 

    是以，以企業社會責任途徑所發展之社會企業，必須是同時擁有社會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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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平貿易企業即屬此。例如美國 Just Coffee合作社即為典型公平貿易組織，

Just Coffee標榜著有機與減少汙染等生態目標，與南美洲和非洲咖啡農合作，以

合理的價格收購咖啡豆，減少剝削價格的情況，部分利潤用以改善勞動環境與投

入生產設備。我國亦有生態綠商業有限公司專門從事公平貿易，目前也正積極籌

備 IPO 申請過程。 

    企業社會責任為非營利組織創造許多雙贏機會，亦成為社會企業發展另一項

動力。以雙重底線發展之非營利組織商業化途徑，由於無法解決利他與利己主義

間衝突，因而引發合法性危機(Dart, 2004)，並被懷疑是否造成使命漂移，引發嚴

重治理危機(Dees, 1998, Low, 2006, Mason,Kirkbride and Bryde, 2007)。故企業社會

責任所主張之環境(environment)目標，有助於以「生態企業精神」(ecopreneurship)

取代雙重底線交叉補貼，為社會企業發展取得更多正當性(DixonandCliffors, 

2007)。 

（三）我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的發展途徑 

    值得注意的是，雙重底線交叉補貼源於歐美政經脈絡，能否直接套用於對我

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理解，適切性有待商榷。探究關鍵原因，在於其隱藏一

項預設：即非營利組織原有收益不足以支付社會開支，故必須創造收益維持財務。

此預設顯示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之目的，係希望獲取額外收益，彌補政府與社

會捐贈不足問題，因此，如何維持財務穩定性，成為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主要

趨力。而我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的發展，則主要源自於非營利組織對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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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未來發展的擔憂與降低其家庭的負擔，逐漸發展為為不同弱勢族群提供創新

做法，希望改變其自身環境促進社會參與及融合（吳佳霖，2012）。同時因整體

社會環境與政策發展的變化與影響，政府逐步將福利經費與解決就業問題經費轉

為非營利組織進行協助推動。  

    經前述探討發現，我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的發展，和美國及歐洲是從政

府因為財政危機，福利緊縮，對於整體經濟危機產生的社會問題及解決失業問題，

發展出來的社會企業根源本質有極大不同。美國與歐洲的社會企業發展是以社區

小型企業或是合作社形式為主，我國則以從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的經營模式的

發展為主，弱勢者與身心障礙者就業仍然是許多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目標，尤

其在授人以漁政策思維下，薪資補貼依然是我國推動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主軸，

例如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即為典型政策代表。該方案核心思維聚焦於弱勢者與身心

障礙者就業促進，就業問題亦為我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重要趨力之一，也形

塑出我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多元型態。由此可知，為因應外在變遷，非營利

組織社會企業化不再只是單純交叉補貼作用，而是具體回應社區需求的結果，顯

現我國非營利組織正處於變革階段，已無法再延續過去對非營利組織理論想像，

理解我國當前發展狀態。 

    (沈慶盈、龔煒媛，2009)，社會企業的範圍廣泛，不僅不易定義，也很難適

當分類。歐盟根據社會經濟面向將社會企業分為合作社(cooperatives)、互助社

(mutual societies)、協會／ 志願組織(associations/voltuntary organizations)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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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fundations)四種類型（邱靖娟，2006）。社會福利機構所經營的社會企業應分

布於協會及基金會兩類。Alter（2004，引自邱靖娟，2006）則將介於傳統非營利

機構與營利事業間的社會企業分成四種類型，依其與傳統非營利機構的相近性排

列，分別為由活動產生收入之非營利事業(Nonprofit with incoming-generating 

activities)、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 、社會責任企業(Socially responsible business)

及企業從事社會責任(Corporation practic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社會福利機構所

經營之社會企業的範 

圍應僅止於由活動產生收入之非營利事業與社會企業兩類，另兩類屬於營利事業

的範圍。Social enterprise London（2002，引自金玉琦，2003）將英國的社會企業

分為： 

1.員工所有的企業，2.儲蓄互助會，3.消費合作社，4.聯合發展組織，5.社區事業，

6.社會工廠，7.勞工市場仲介方案，及 8.公益組織的附屬企業等八種類型，並提

出可供社會企業發展的經濟領域包括生態經 

濟、照護經濟、知識經濟、公共服務、財務服務、製造業、食物與農業及培訓與

事業發展等。陳錦棠（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7）根據運作模式將香港的社會企

業分為公司/中小企業模式（社會企業獨立成立公司）、附屬單位模式（社會企

業依附原有組織）、社會合作模式（社會企業由成員共同擁有）、跳蚤模式（非

營利機構僅扮演統籌角色，如租借場地）及合資模式（非營利機構與企業合資經

營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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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類型。陳金貴（2001，引自陳金貴，2002）則根據獲取利潤的手段將非營利

機構的事業化分成八類：1.向受益人收費；2.販賣商品；3.庇護工場的對外營業；

4.資源回收；5.向第三者收費（政府或企業）；6.直接經營事業；7.運用組織聲譽

收取贈款；及 8.辦理與任務相關的各種方案。由以上資料可知社會福利機構如要

轉型或發展社會企業，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可供選擇，可以經營事業的領域也非常

廣泛。台灣社會企業的發展則從 1990 年代開始以庇護工場的型式出現。林怡君

(2008)依據「主要設立目的」將台灣的社會企業分為四種類型： 

(一)工作整合型 

    此為最常見的社會企業類型，主要以設立工作坊或庇護工場來提供工作機會

或職業訓練給弱勢人口群，如身心障礙者、中高齡失業者、婦女等，以協助其進

入勞動市場或主流社會。社會福利機構所經營的庇護事業主要歸屬於此類，他們

一方面提供案主職業訓練與職場環境以協助案主獲得謀生能力，另一方面則將案

主所生產的產品與提供的服務銷售給一般顧客，以取得自主財源（黃秉德，

2008）。 

(二)社區發展型 

    主要由社區型非營利組織自行設立社會企業單位，或是扮演催化、資源整合、

市場開發與行銷管理的角色，協助社區產業、產品與服務的發展。 

(三)社會合作型 

    合作社的主要特性在於強調組織內部的利益關係人透過參與組織追求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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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如原住民勞動合作社。 

(四)公益創投型 

    此類是由非營利機構出資成立營利公司，以投資並協助其它非營利組織獲利

或成長，並將盈餘重新投資其它的非營利組織，如喜馬拉雅基金會所創立的「網

軟股份有限公司」。由於台灣的社會企業發展較晚，規模普遍不大，大多數仍須

仰賴政府補助，未能自給自足，且經營模式不夠多元。就為數最多的社會福利機

構所經營的庇護事業而言，由於多數的社會福利機構缺乏營利的概念與能力，使

這些機構的庇護事業無法在市場上競爭，因此只有部分達到社會公益的目的，並

不能達到經濟上自給自足的目的（黃秉德，2008）。另有部分非營利組織的社會

目標與經濟目標間的關聯則不易衡量，因此，台灣的社會企業能否被稱為社會企

業甚至皆還有爭議（林怡君，2008）。 

（三）我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型態  

     經文獻探討與重要國家比較，可發現無論是何種分類方式，皆無法斷然區

分出多元社會企業型態，在分類上皆有盲點，故必須轉向從非營利組織為主體以

呼應研究目標。非營利組織發展社會企業可概略分成非營利組織下設事業體與非

營利組織另設公司兩種型態(Fowler, 2000)；而另一方面，對照我國政策目標與相

關案例發現，庇護工場亦為我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重要管道，在分類上與下

設事業體較為接近。以下茲就非營利組織下設事業體、庇護工場與非營利組織另

設公司三種型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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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營利組織下設事業體  

    在非營利組織下設事業體方面，運作方式傾向結合就業與服務津貼兩種模式，

目的在於透過產品與服務提供獲取收益，或促進身心障礙者與弱勢者就業，因此，

此途徑具體兼具創業與就業兩種目標。例如布農文教基金會，除一般社福事業外，

基金會下另有部落劇場、部落民宿、部落餐廳、部落咖啡屋、編織工作坊、有機

農牧場、農特產加工廠等，也提供會議廳租賃服務，希望透過獲取收益達成社會

目標，以落實部落重建工作。以下設事業體方式社會企業化，特點是組織自主性

高，營運相對單純，無需擔負額外管理成本，但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事業體從

無到有的創設過程，需獨力面對市場化挑戰，財務壓力可能相對較高。 

2. 庇護工場 

    在庇護工場方面，較傾向就業模式，設立目的係希望提供有就業意願，但能

力不足以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需長期就業支持身心障礙者可獲得庇護性就業機

會，自 2007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修正施行後，將原屬社政庇護工場納

入勞政系統，臺北市政府勞工局亦於 2011年在「臺北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

業促進服務實施辦法」中，增列「其他」乙項，庇護工場遂成為我國非營利組織

社會企業化主軸。庇護工場社會企業化，特點係以就業為首要目標，員工以產能

標準核薪，人事費用負擔相對較低，且能享有優先採購，成為社會企業化一項利

基。 

3. 非營利組織另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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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營利組織另設公司方面，傾向合併與增強模式，兼具創業與就業目標，運

作係指由非營利組織董事握有另一家公司所有權（ownership），透過非營利組織

和公司交互運作，跳脫現階段社會企業法制缺乏泥淖。就我國而言，社會企業是

一個相當寬廣且新穎的概念，導致法制化困難度增加，社會企業必須在現實環境

中，苦尋法律立足點以維持營運。目前非營利組織法律定位不明顯，又庇護工場

聚焦於身心障礙者就業範疇，另成立公司成為一些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出路。

以公司運作社會企業特質是門檻低而自由度高，自公司法修法後，非營利組織能

以低成本登記公司，不僅獲得明確法律地位，且能自由與其他企業達成策略聯

盟。 

    非營利組織以何種途徑社會企業化各有特色，營運模式也大不相同，從前述

分析中可發現，我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途徑相當多元，且有逐漸跨出非營利

領域，與一般企業共同合作之趨勢，顯見探討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議題中，不

應忽略一般企業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 

 

貳、 社會企業的運作型態與經營模式 

一、社會企業的運作模式 

    (曾珊慧，2008)，與營利事業的創業相比，社會企業的創業同時要達成多重

目標，包括：解決社會問題、持續獲利、永續發展，因此，它將面臨更多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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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挑戰。而如何以創新的思維規劃具創意的社會企業經營模式，並以企業家的精

神達成社會目的，正考驗著每一個社會企業的創業家。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規劃建

議： 

（一）發現新事業機會：好的創業構想至少要能為一定的多數人達成下列目標：

1. 創造價值；2. 解決問題。 

（二）複製創業模式：1. 異業複製；2. 國外移植； 

（三）創業規劃的前提：目標、策略、能力三位一體，是創業者在創業規劃過程

中必須要認真面對的問題，也是創業規劃的最核心議題。 

（四）創業規劃的內容：主要在新事業的定位與創新經營模式（New Business 

Model）。 

    楊銘賢等人（2009）提出了『社會企業經營模式的建構』，並指出社會企業

經營模式的創建，正是為了解決現今非營利組織所面臨著為了捐助者和贈款高度

競爭的環境、日益增加的社會需求和一個普遍緊縮的資金環境，迫使它們在其業

務活動上必須採取更有力的競爭姿態，關注政府政策目標鎖定的成果，以及尋求

創新的方式對目標市場提供卓越的價值，來成為有競爭優勢的社會組織而存在的。

透過文獻探討提出社會企業經營模式的一個理論模型，在經由個案研究進行驗證，

期望能夠作為發展社會企業經營管理體制的基礎跟實務的導引。(杜強國、歐冠良，

2011)。參考楊銘賢、吳濟聰、蘇哲仁、高慈薏（2009）所建構之模式，認為社

會企業經營模式主要包含六大部分：價值主張、經營策略、營收機制、資源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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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網絡、永續能力，以下將分別說明之。 

（1）價值主張 

    Staehler（2002）定義經營模式的價值主張在描述企業提供了何種價值給他

的顧客與價值伙伴；而 Hamel（2000）指出價值主張實際提供給顧客的特定利益

組合，也就是指公司提供哪些利益給顧客。因此本研究定義價值主張為社會企業

如何回應社會需求，並利用創新方式，依據其社會使命、創建動機與目的，透過

一系列產品或服務提供給目標顧客一種與其他企業具差異性，而且被顧客滿意接

受之價值。 

（2）經營策略 

    Porter（2004）指出策略是指執行和競爭者不一樣的活動，或用不同的方式

執行類似的活動，或者是為了實行組織目標所進行的資源分配行為，而選定市場

形成其競爭策略有三個方式，包括成本、差異化、利基市場策略；而 Hamel（2000）

指出經營策略必須能夠清楚定義以下幾點：產品及市場範圍、差異化基礎。因此

本研究 

定義經營策略代表社會企業未來的產品方向與市場定位，應說明其服務投資組合

在該產業中差異化基礎，說明公司競爭的運用方法與競爭者的差異。 

（3）營收機制 

    Chesbrough（2003）指出營收機制乃具體說明一企業營收產生機制，並估計

成本結構和生產計畫的利潤目標，給予價值主張和價值鏈的結構選擇。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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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定義營收方式為清楚陳述成本與收入結構以及計畫實現的利潤目標，並且讓股

東知道未來投資可能回收的方式。 

（4）資源部署 

    Hamel（2000）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資源部屬指的是對相對稀少的資源在

各種不同用途上加以比較作出的選擇，也就是指一家公司如何以獨特的方法結合

能力、資產與流程，來支援其特定的策略將各種資源與能力（以及合作伙伴的力

量）連成一線，以有效傳達公司所提供的價值主張；企業經營所需要的資源與能

力以及其配置方式，主要包括四部分：1.辨識核心能耐；2.辨識策略性資產；3.

建構核心流程；4.配置。因此本研究定義資源部署為一家公司如何以有效率的方

法結合能力、資源與流程，來執行其策略，以有效傳達公司所提供的價值主張。 

（5）價值網絡 

    價值網絡乃是指與其他企業協議合作的網絡（Ostenwalder et al., 2005），而

Chesbrough（2003）指出創造價值的過程常常需要第三方的協助，共同組成傳遞

給顧客價值的價值鏈，而這就形成了價值網路，通常一個價值網路包含了供應商、

顧客及第三方參與者；Mair and Schoen（2005）指出價值網絡分析包含各種方式：

從創造競爭優勢的潛力、增加價值和分配權力，作為實現集體目標的手段，消費

與生產的外部性，價值創造和撥款。因此本研究認為價值網絡是包含為顧客創造

價值的合作夥伴以及其溝通管道與協調機制。 

（6）永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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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能力及可持續性的概念有很多定義，Afuah and Tucci（2003）定義為該

公司得以保持或擴大其在其行業領先的能力；Weerawardena and Mort （2006）

指出，社會企業的成形與驅動主要是為了永續性發展，而永續發展可以透過創新、

先發制人和風險管理等行為得以實現。根據上述，本研究定義永續能力一企業為

了追求永續發展，在其建構關鍵核心價值，以及培養創新能力上所做的努力。 

    （鄭勝分，2013），社會企業乃是各國政經背景下產物，類型與運作方式不

一，本研究首先處理重要國家與我國社會企業組織類型，其次分析社會企業運作

型態，最後提出可供檢視我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型態分析架構。 

（一）重要國家社會企業組織類型  

   官有垣（2006b）以業務發展將我國社會企業的形式分為五種類型：1.積極

性就業促進型、2.地方社區發展型、3.服務提供與產品銷售型、4.公益創投的獨立

企業型、5.社會合作社。  

    Defourny & Kim(2011)針對東亞地區的我國、香港、中國、日本與韓國進行的

社會企業研究中，歸納出東亞社會企業的普遍模式為：1.非營利組織的商業性、

2.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3.非營利合作社、4.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的夥伴關係、

5.社區發展企業等五種類型，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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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東亞社會企業普遍模式 

 

    這五種模式在我國、香港、中國、日本、韓國亦因各地非營利組織發展與經

濟、政策發展不同，而產生各種不同的運作形式。我國部分則與官有垣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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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企業模式有相同之處。歐洲社會企業的類型則是以歐盟委員會依據合作

社(cooperatives)、社會互助社(mutual societies)、協會/志願組織(associations / 

voluntary organizations)以及基金會(foundations)的定義做為以社會經濟為基礎的

商業組織的立案基礎，和經濟包含在內的協會組織（Brandellero, 2004）如表 2-5。 

表2-5 歐洲社會企業類型 

    其透過 EMES對於社會企業定義的指標在 1996-1999年分析歐洲 15個國家的

社會企業，分為三種領域：個人服務、透過工作培訓和整合、地方發展(Defourny, 

2009)。其中提供個人服務的社會企業領域國家為奧地利、法國、丹麥、英國、

瑞典、義大利、葡萄牙；透過工作培訓與整合：比利時、義大利、盧森堡、西班

牙；著重在地方發展的國家有芬蘭、荷蘭、希臘、愛爾蘭，其中義大利在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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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過社會合作社法將社會合作社分為 A、B兩個類型，A型合作社負責管理社

會、醫療及教育服務，提供不同服務使用者的團體服務；B型合作社則是透過教

育訓練，讓弱勢的族群可以重回勞動市場。因此社會合作社的社會企業跨越個人

服務與通過工作培訓與整合的領域（吳佳霖，2012）。 

    美國的社會企業類型是從 Emerson和 Twersky依據羅伯茲基金會(The Roberts 

Foundation)對於非營利組織必須透過企業經營管理的運作，才能使組織實現其任

務的理念而分為五種類型(引自陳金貴，2002)。分別為 1.庇護式企業、2.開放市

場企業、3.特許權企業、4.以方案為基礎的企業、5.合作社式企業。因此在我國、

東亞地區、歐洲到美國的社會企業的類型，歸總有從企業發展與非營利組織發展

的類型、組織型態是獨立商業組織、附屬於非營利組織之內或兩個獨立組織共同

使命的合作型態等不同類型。 

（二）社會企業運作型態  

    前述社會企業組織類型探討中，可發現多聚焦於具法律地位之組織，未能進

一步從動態觀點檢視運作方式。歸納歐洲 EMES、美國羅伯茲基金會，以及Defourny

和 Kim(2011)針對東亞地區之分類，社會企業大致可區分為非營利組織、企業（公

司）與合作社三大類型，差別僅在於各國所賦予法律地位差異，然而，此對於理

解我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易產生侷限性；而從實際業務發展區分社會企業特

質，雖有助跳脫法律框架，但未能進一步理清不同型態組織在運作發展上的差異

(Young, 2012)。檢視相關文獻，對於社會企業運作型態，以 Alter(2006)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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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化最具代表性。Alter認為社會企業依運作可分成基礎運作模式（fundamental 

models）、合併模式（combining models）與增強模式（enhancing models），其中

合併模式與增強模式係從基礎運作模式中演化而來，茲就各模式說明如下。 

1. 基礎運作模式 

    基礎運作模式共分成 9種次模式（見表 2.4）（呂朝賢，2013）：(1)社會企業

家支持模式（entrepreneur support model），係指社會企業為資助或投資方，協助

自雇者、一般企業或非營利組織資金與專業上的協助，例如若水股份有限公司、

活水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皆屬此模式。(2)市場中介模式（market intermediary 

model），係指社會企業介於市場與弱勢者中介，協助弱勢者能於市場中銷售產

財貨，如農夫市集、光原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生態綠皆屬此模式。(3)就業模

式（employment model），係指社會企業提供培訓與就業環境，協助弱勢者與身

心障礙者就業，如綠天使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誌雜誌(The Big Issue)皆屬此

模式。(4)服務收費模式（fee-for-service model），係指藉由一般市場販售其產品

或服務達成社會目標，較常見於醫院、學校或博物館等，如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即屬此模式。(5)低收入客戶模式（low-income client as market），係

指社會企業針對低收入的客戶提供產品或服務，滿足無力負擔或遭一般市場排除

者之需求，常見於未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如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即接近此模

式。(6)合作社模式（cooperative model），係指合作社以商業運作達成社會目標，

如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即屬此模式。(7)市場聯繫模式（market linkag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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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指具備研究或市場開發能力之社會企業，透過所得資訊媒合市場與弱勢單位，

如彭婉如家事媒合即屬此模式。(8)服務津貼補助模式（service subsidization model），

係指社會企業用商業收益達成社會目標，通常是非營利組織或庇護工場，如前述

加拿大 Summer Street即屬此模式。(9)組織支持模式（organizational support 

model），較傾向企業社會責任途徑，係指營利單位之盈餘用於達成社會目標，

如里仁、大愛感恩科技皆屬此模式。 

2. 合併模式 

  合併模式則是基礎模式的綜合體，又可分成複合型(complex model)與混合型

(mixed model)。通常社會企業採此模式，目的係為方便企業運作或增加社會方案，

或透過進入新市場與創業增加獲利，甚至是藉由服務群體擴大增進影響力。(1) 複

合型模式，係指社會企業為求靈活與彈性操作，擁有兩種以上營運模式，主要目

標是增加獲利與擴大社會影響力，常見方式是採取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交互運

作，藉社會企業市場營收投入非營利組織，此舉不僅可滿足各自服務群體，亦可

穩定財務狀況。典型案例如英國大誌雜誌，即採取公司與基金會雙軌方式營運。

(2) 混合型模式，通常有一母組織，型態多為非營利組織，為求拓展業務或社會

目標，另增設其他社會企業，形成複雜網絡型態。此模式多為成熟或大型非營利

組織，服務與就業形態多元化，透過母機構計畫與營收控管，管理其他社會企業，

一方面可滿足多元社會需求，亦能直接促進弱勢或身心障礙者就業。如勝利身心

障礙潛能發展中心即屬此模式，社會企業型態橫跨加油站、全家便利店、資料建



61 

 

檔中心、Enjoy臺北餐廳、數位設計印刷中心與手工琉璃等。 

3. 增強模式，係指藉由某種合作方式，減少社會企業化過程中障礙，強化社會企

業營運，又可分成特許模式（franchisemodel）與私部門夥伴模式（private-sector 

partnership model）。(1) 特許模式，係指某一組織將成熟的「社會企業」提供或

販售給其他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支付費用後，可藉複製商業模式直接進入市

場。(2) 私部門夥伴模式，係指營利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策略聯盟，形成互惠互利

夥伴關係，社會企業即為此模式中產生的實體。在此模式中，非營利組織可減少

研發與管理成本，而企業可從夥伴關係中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例如育成蕃薯藤即

屬此模式。育成蕃薯藤係由育成基金會與蕃薯藤生機專賣店共同營運，由蕃薯藤

生機專賣店負責食品研發或製作等，而育成基金會藉雇用身心障礙者販售產品，

提供培訓與就業機會，達成雙贏局面（win-win)。社會企業基礎運作模如表 2-6。 

  



62 

 

表2-6 社會企業基礎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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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 

    楊銘賢、吳濟聰、蘇哲仁、高慈薏在 2009的研究中參考 Hamel（2000）、

Afuah（2004）以及 Osterwalder et al.（2005）所建構之模式，認為社會企業經營

模式主要包含六大部分：價值主張、經營策略、營收機制、資源部署、價值網絡、

永續能力，以下將分別說明之。 

（一）價值主張 

    不同於一般經營模式，Venkataraman（1997）認為社會福利是企業進行經濟

價值創造的副產品。然而對社會企業而言，建立社會價值似乎是首要目標，而創

造經濟價值往往是使組織能夠實現可持續性和自給自足的副產品。Dees（1998）

指出社會企業的目標是替它的顧客創造更高的社會價值。社會企業的價值在於能

發揮作用，及時解決窮人和弱勢生活條件，與促進社會發展（Cornwall, 1998）。 

    Weerawardena and Mort（2006）主張社會企業是回應社會需求以及被社會

使命所制約。普遍學者對於社會企業的認知，皆強調其具有強烈的社會使命存在，

而藉由企業使命，進而提出策略的整體目標（Hamel,2000）。目標訂定，呈現出一

個複雜化的事實，不同的人，視他們的個體和文化背景而對社會的認知是非常不

同的，因此，這就容易產生應以哪一種社會需要為優先的抉擇，因此一個總體目

標的擬訂，是往後資源配置的方向。在價值主張中，我們需要訂定一個目標，該

目標是可實現持續發展（Seelos & Mair,2004）。 

  Mitchell and Coles（2003）強調經營模式應該說明一企業提供利害關係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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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的利益及給予他們參與你的經營模式的理由。Stähler（2002）認為經營模式

描述了企業提供何種價值給他的顧客，對顧客而言，經營模式定義了企業將如何

滿足顧客以創造價值，而 Mair and Schoen（2005）指出社會企業的價值傳遞對象

顧客或是目標族群與傳統企業或是接受捐贈的組織不同，不同之處在於其顧客目

標族群並非處於價值鏈最尾端，而是融入價值創造過程。因此，綜合上述，社會

企業的價值主張應包含其社會使命、創建動機與目的、價值傳遞對象。 

（二）經營策略 

  根據 Hamel（2000）指出，經營策略必須能夠清楚定義以下幾點：第一，產

品及市場範圍，描述公司在何處從事競爭，界定顧客、地理區域、或是產品區隔；

其二則是差異化基礎，說明公司競爭的運用方法與競爭者的差異。Austin et al.

（2006）更指出，對一個社會企業來說，關注的通常不是市場大小或是市場吸引

力，而是認知與回應社會需要、需求或市場失靈的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在

於如何使用創新的方法，有效的將有限資源做利用，滿足社會需求，達到自給自

足的目的。社會企業的服務對象與面對的需求相對一般企業通常較大，社會企業

家應該可以意識到他們擁有很大的自由度（latitude），選擇追求這些機會。因此

組織必須要有一長期發展的策略計畫，因為它可能沒有足夠的資源與能力得以迅

速成長，從 Guide Dogs for the Blind Association（GDBA）營運支出缺乏完善經營

策略計畫而遭受財務損失的例子中可以得到教訓（Grossman et al., 2003）。然而

另一方面，因為社會企業所擁有的公益性質，或許較容易因其慈善形象而獲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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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肯定並吸引公眾資源投入，因此，為了長遠發展，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應說明

其服務投資組合，確保資源與能力能夠有效的運用在企業使命之中，也確保組織

成長能夠與成立目標、宗旨同步。 

（三）營收機制 

  一個好的經營模式必需是建立在能創造價值與帶來利潤的明確顧客需求基

礎上，因此社會企業需要能有效進行市場區隔，清楚定義目標市場，預測消費需

求，陳述成本與收入結構進行定價管理，以及規劃實現的利潤目標，並讓股東知

道此投資未來可能獲得的回報。為實現利潤目標，經營模式中有關成本與收入結

構設計的內容需要包括：定價方式、收費方式、銷售方式、收入來源比重、各項

活動的成本與利潤配置方式等。儘管社會企業創始乃由創造社會價值所驅動，而

不是為了個人和股東的財富（Zadek & Thake, 1997），然而社會企業最主要之精

神還是在於導入企業資源，如管理技能與知識等，進而使該組織能夠自給自足來

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Austin et al.（2006）指出結合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綜效，

能讓社會企業擁有更大的競爭優勢，因此設計能實現利潤目標的成本與收入結構，

對於在探討社會企業經營模式上亦顯得非常重要。 

（四）資源部署 

  Dees（1998）認為一個社會企業家的能力指標是吸引資源（資本、勞動力、

設備等），進而整合各項資源，促進生產效率，創造更高價值。Dees 進一步指

出資源部署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辨識核心能耐，指一家公司擁有的知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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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技能與獨特的能力；第二，辨識策略性資產，包含品牌、專利權、基礎設施、

專利標準、顧客資料，及其他稀少、有價值的東西；第三，建構核心流程，乃為

一家公司的實際作法，是公司將投入變成產出所運用的方法與例行流程；第四，

配置，說明其連接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指一家公司如何以獨特的方法結合能

力、資產與流程，來支援其特定的策略。正如 Sahlman（1999）以及 Hart and 

Stevenson（1994）所述，企業是否會成功的兩個關鍵因素在於：熟悉該產業且能

夠獲得資源並推出新的事業，以及讓其他人所知道的能力。具體來說，他們必須

知道重要供應商、客戶、競爭對手、以及人才。他們還必須塑造名譽和能力，以

獲得別人的信任，願意繼續投資或與他們合作。 

（五）價值網絡 

  儘管社會企業的基本目的不在於經濟回報，他們一樣依賴一個強而有力的聯

繫網絡幫助他們獲取資金、董事會成員、管理者和員工等資源。Seelosa and Mair

（2005）指出，許多新創專案（initiatives）在發展中國家經營企業，並無任何架

構或資源，以行使或支持傳統的創業精神。因此，社會企業非常依賴於善於動員

和調動資源的能力，包括：人力、財務和政治等資源。如同一般企業，社會企業

也需要人力和財務資本的投入，並審慎考慮到管理者、員工、供應商，和其他關

鍵組織。Austin et al.（2006）認為，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最大的差別在於資源移

動的困難，像是在人力資源方面，許多社會企業僅能以一般薪資僱用人力（Oster, 

1995），而無法像一般企業給予認股權、紅利獎勵作為吸引與招募人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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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許多組織的關鍵部門需要志願者的投入；在財務方面，社會企業家往往倚重

一系列的資金來源，包括個人捐款、基金會的贈款、企業贊助和政府支付，並且

背負著資助者廣泛的動機和期望。 

  另外，眾多的金融機構提供廣泛的金融工具與相對較長期的財務支持，以滿

足一般企業在不同組織生命週階段的不同需求，因此一般企業有較大自由度來改

變營運計畫、產品和服務。相對而言，社會企業在體制的廣度、靈活性、和專業

化上皆不若一般企業。除此之外，社會企業創立的動機與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它

是要去解決社會問題或需要的，因此社會企業家不能輕易轉換產品或市場，情感

與心理層面是社會企業主要的策略弱點。鑑於上述這些制約因素，Austin et al.

（2006）認為社會企業應該發展一個強大的支持者的聯絡網，以及增強對外溝通

能力。Dees and Oberfield（1991）曾指出，National Foundation for Teaching 

Entrepreneurship（NFTE）提供一個很好的示範。透過建設一個強而有力的價值網

絡，聯結主要員工與支持者，包括來自於各產業的龍頭組織，如微軟、高盛集團，

使得 NFTE 快速發展成為 600 萬規模的組織。 

  Austin et al.（2006）同時也指出，關係管理對於社會企業相當重要，社會企

業的利害關係人可能有志願者、董事會成員、非營利組織、政府和其他合作夥伴，

因此需要妥善做好關係管理。Grossman and McCaffrey（2001）更指出，一個基金

會的成功來自於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關係與良好的聲譽，而可能與實際績效表現

完全無關。基於上述原因，社會企業必須把重點放在建立一個能夠聯繫和溝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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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源的價值網絡，並有效的整合資源，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 

（六）永續能力 

  一個好的經營模式應該要能明顯呈現競爭優勢，而優勢將呈現在差異化，專

注於利基市場，以及具有以低成本創造高價值的能力。也就是說，一個成功的經

營模式能將 Porter（1985）提出的三種創造競爭優勢策略充分的融合運用，創造

價值滿足顧客需求。除了創造競爭優勢，經營模式同時還需顯示提供競爭優勢的

能力。Weerawardena and Mort（2006）指出，社會企業的成形與驅動主要是為

了永續性發展， 而永續發展可以透過建立和顯示的創新（innovativeness）、先

發制人（proactiveness）和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的行為，通過上述行為

得以實現社會企業家精神。因此如何維持其永續性，也是在探討經營社會企業經

營模式元素時，所不可忽略的。 

  Austin et al（2006）指出，一般商業企業往往注重於突破（breakthroughs）

和開創新的需要，對於進入市場的機會評估來自於考量是否有一個夠大的市場需

求規模，或市場總規模正在增長；而社會企業家往往較注重於透過創新的方法更

有效地提供基本服務與長期需要，而對機會評估來自於視社會需要、需求以及市

場失靈，因此社會企業之經營模式擁有不同於一般商業企業能夠有效的回歸社會

需求本質，服務特殊/小眾之目標族群之優勢。再加上社會企業以回應社會需求，

解決社會問題來做為其主要使命以及建立經營模式之依據，所以社會企業較易於

擺脫以往商業企業必須重視獲取利潤的最大化，並以利潤多寡來衡量企業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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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模式，這也使得社會企業之經營模式較有利於財務目標之外其它多重目標，

包括像是協助弱勢族群就業、偏遠社區發展等目標之達成。 

  杜強國、歐冠良在 2011年的研究中也提到經營模式的概念早在 1950 年代就

被提出，但直到 1990 年代才被廣泛的使用。經營模式這個名詞最早出現在 1970 

年代的電腦科學雜誌上，用來描寫資料與流程之間的關連與結構(Konczal,1975；

Dottore,1977)。在電子商務興起後，新興的公司為了和之前的公司作一個區別，

經營模式這個名詞才被廣泛的使用。經營模式簡單的說，它是用來說明企業如何

運作及經營故事的工具，一個好的經營模式足以回答 Peter Drucker 所提出的問

題：顧客是誰？顧客重視的是什麼？經營模式同時也回答每個經理人必然會問的

基本問題：我們如何從這些商業活動中賺取利潤？我們如何以適當成本，傳遞價

值給顧客的根本經濟邏輯又是什麼(Magretta,2002)？ 

（一）社會企業經營模式 

  (John Elkingoon、Hartigan，廖建容譯，2010）。以社會企業家的觀點，將社

會企業的結構可分為三種類型(或是營運模式)： 

1. 模式一｢槓桿型非營利企業｣(leveraged nonprofit) 

2. 模式二｢混合型非營利企業｣(hybrid nonprofit) 

3. 模式三｢社會企業｣(sicial business)。 

   這些企業都在追求現有巿場無法照顧到的社會或環保目標，同時利用不同方

式達成目標。在過程中，他們也許會採用獨特的領導方式、管理方法與籌募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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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段，而這些方法可提供給在公共、民間與公民部門主流機構工作的人做為參

考與師法的對象。 

模式一：槓桿型非營利企業，其特色如下： 

1. 公共利益被分配給經濟狀況處於最弱勢的族群。 

2. 社會企業家與其組織是改革推手，其主要目標是協助受惠者接下執行計畫的

工作，以促進組織的長久存續。 

3. 多個外部合作夥伴積極(或應招募)在財務、政治或其他方面參與協助企業。 

4. 有時為了擴大運動的規模，企業創始人會退居精神領袖的位置，讓其他人接

手領導工作。 

    例如：羅伊與｢赤足大學｣，赤足法則來自一個理念，那就是每個人在不受正

規教育的情況下也能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從建築師到太陽工程師皆可。當我們詢

問羅伊，政府與主流企業可從赤足大學的經驗中學到什麼，他回答，｢先放棄以

前所知，然後從鄉村窮人的簡單成功案例中，學習他們想出簡單解決問題方法的

能力。他們說，甘地看似簡單的生活其實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很遺憾，今日的政

府與主流企業也是如此。｣ 

模式二：混合型非營利企業，三種模式裡都有創新，但混合型非營利企業模式發

生最多的實驗火花。許多新型態的慈善家特別偏愛模式二的企業，也熱愛與它們

合作。一個主要原因是：這些人希望(甚至期望)這些結合了非營利與營利策略的

組織可創造出意想不到的活力。此外，與模式一那些不求獲利的企業相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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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企業的些許商業氣息使它們看來比較正常。特色如下： 

1. 與模式一企業相同，其服務對象也是被主流巿場排除在外或忽略的族群，但

不同之處是，他們並不完全排斥獲利以及將獲利再投資。 

2. 創始人(或其團隊)會發展出行銷計畫，以確保產品或服務可直達窮人或弱勢

族群手中。 

3. 可透過產品與服務的銷售回收一部分成本，同時在此過程中找到新巿場。 

4. 為了滿足窮人或弱勢族群的需求，社會企業家會動員來自公共、民間與慈善

組織的資金，包括損款、貸款或是準資本(quasi-equity)投資(此情況較少見)。 

5. 當主流巿場投資者與企業加入時，雖然他們不會刻意尋求利，但往往會促使

混合型非營利企業轉變為模式三的社會企業，以確保新的資金來源(尤其需自

資本巿場時)。但這有時會轉移企業重心，最貧窮的人反而得不到照顧。 

    例如：奧布里與｢盧比康計畫｣：盧比康成立於 1973年，當時為非營利組織；

但到了 1986年，在創業家奧布里接管盧比康計畫後，盧比康才轉變為全球知名

的社會企業。盧比康是美國第一個將工作、住宅和支援體系結合在一起的多元服

務中心，其目標是協助想要改變生活的遊民或其他弱勢族群。 

   盧比康從經驗中學到一項重要的基本原則：人們雖然都認同盧比康的理念，

但促使他們花錢的卻是盧比康高品質、高價值的產品與服務。文醫師與｢亞拉文

眼科診療體系｣：在印度鄉下執行業務，是個能自給自足的組織；它每年治療超

過 200萬名病患(其中有三分之二的病患是接受免費治療或獲得高額的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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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個國際性的訓練中心，幫助許多開發中國家進行革命性的眼科治療計畫。

亞拉文的眼科醫療人員數量不及全印度的 1%，但它卻完成全國 5%的白內障手術。

自成立以來，它完成了 280萬個手術，病患人數也超過 2,200萬人。 

   亞拉文率先創造出一個模式：數量中、高品質、以社區為中心的服務方，並

可讓組織以低成本長期營運。它向富有的病患收取較高費用、向貧窮病患收取較

少費用，透過這種方式，它發展出讓組織得以永續運作的營運模式，而貧窮病患

的醫療品質也沒有因此打折扣。獨特的收費制度，再加上有效的管理，讓亞拉文

可以對大多數病患提供免費治療。 

模式三：社會企業，模式三的企業有許多是率先出現在美國以外的地區，這些國

家的社會企業家運用小額善捐款，在無意間創造出此種模式。由於資源有限，這

些社企業家被迫將自己創立的組織設定為社會企業-也就是以社會服務為目的的

營利組織。與模式一和模式二的企業截然不同，它們一開始就設定為營利企業，

雖然它們對於獲利的使用方式與主流企業不同。其特色為： 

1. 企業家為了一 個明確的目標，｢推動社會或環保改革｣而成立企業。 

2. 獲利目標不是為股東創造最大利益，而是幫助低收入的團體，以及再投資讓

企業成長來幫助更多人。 

3. 尋找有意結合商業與社會利益的投資者。 

4. 企業籌措資金的機會明顯提高，因為社會企業較能承受負債與資產。 

    要平衡社會企業的社會使命與財務需求，可能會造成企業的內部壓力。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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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人必須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人，也因此導致接班問題比槓桿型或混合型組

織更加難以解決。往好處看，主流企業人士比較可以理解社會企業的做法，並與

其建立合作關係。因此，社會企業(至少在原則上)比較容易打入資本巿場，這是

依賴捐款的企業難以達成的事。直至今日，最知名的社會企業通常存在於微型信

貸界，包括孟加拉的鄉村銀行與孟加拉村促進委員會、印度的 SKS微型信貸(SKS 

Microfinance)與巴席克(Basix)，以及美國亞席翁(Accion)與芬卡(Finca)。但這類組

織的數量正不斷增加中，尤其對清淨科技的領域，它們的吸引力愈來愈大。 

    例如：阿柏拉許與｢太陽活力｣有機農耕組織：由伊伯拉.阿柏拉許博士(Dr. 

Ibrahim Abouleish)所創立的｢太陽活力｣(Skekem)有機農耕組織，｢太陽活力｣的名

稱來自象形文字，組織的總部設於開羅北方不遠處。它是第一個在埃及發展生物

動力農耕(biodynamic farming)的組織，它與有機農業相似，還應用天文學的原理

進行耕種。太陽活力的理念是，獲利與整合式社會經濟營運模式能共時共存；此

社會經濟營運模式就是，為其員工與全國農社區創造改善教育、醫療與生活品質

的機會。太陽活力的六個事業體都可創造營收，皆隸屬於一個控股公司，而此公

司統一提供財務、品保、資訊科技與人力資源等方面的服務。第一個事業體伊西

斯(Isis)在埃及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品牌，其產品包括麵包、乳製品、食用油、香料、

茶葉、蜂蜜、果醬、早餐穀物片以及多種在雜貨店或其它商店販賣的食品，產品

行銷全埃及與國外。第二個事業體亞托斯製藥(Atos Pharma)，成立於 1986年，

是一家與德國合資的企業，其業務為開發埃及的植物藥品巿場(植物藥品是一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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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提煉的藥品，其品質優於草藥)。一項指標可看出其品質：1992年亞托斯獲

得德國知名植物藥品製造商莉達(Weleda)的授權，在埃及製造與行銷天然化妝品。

阿柏拉許解釋：｢太陽活力｣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人類永續發展的夢想。其目標

是促進個人、社會與環境的全面發展。全面性經濟、社會與文化整合發展，是太

陽活力的主要願景。此計畫包括三個獨立但關係密切的機構，第一個是太陽活力

控股公司(Sekem Holding)。第二個是太陽活力員工合作社(Cooperative of Sekem 

Employees)，它致力於發展兼顧人性尊嚴、人權與平等工作模式。第三個是太陽

活力發展基金會(Sekem Development Foundation)，它的資金來自集團下的各個企

業，為當地居民提供教育、訓練與醫療的服務，同時進行社會與科學方面的研究。

第三個事業體天秤座於 1988年成立，這個農業公司提供原料給太陽活力的其他

事業進行處理與製造。它與農民簽訂長期合約，給予農民的｢長期的保障｣，以確

保他們的利益不受國內外價格波動的影響。農民每年會與批發商、零售商與消費

者討論，然後為自己的產品定出最理想的價格。此價格包含了生產成本以及未來

發展的利潤。與回饋流通的透明化制度為農民與太陽活力帶來互信，也讓農民不

必汲汲營營於找尋價錢更好的買家。農民也發現，與化學栽種相較，有機栽培讓

作物的產量不僅更穩定、而且更高。第四個事業體海特(Hator)成立於 1996年，

從事新鮮蔬果的生產與包裝，產品銷往國內外。銷往國外的部分，產品透過有機

農場食品(Organic Farm Food)在英國銷售以及透過伊歐斯塔(Eosta)在荷蘭銷售。海

特是太陽活力成長最快速的事業，持續滿足歐洲與埃及顧客的需求。第五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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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康妮紡織(Conytex)生產不使用任化學合成添加物的棉質布料，並設計製美觀的

高品質童裝。 

    哥倫布與｢拉法吉達｣：哥倫布(和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同名)是西班牙人，他

從十四歲開始就在裁縫師叔叔那裡工作。但他最想做的是幫助精神病患，於是他

研習精神病學，後來在醫院的精神科工作。1970年代，工作療法非常盛行，而哥

倫布也負責相關的計畫。1982年決定要成立一家乳製品公司，雇用的員工大多是

精神病患。今日，他的拉法吉達(La fageda)乳品農場生意興隆，在加泰隆尼亞地

區的巿占率排第三，至今仍雇用精神病患，年營收超過 1000萬美元，常運完全

不需外界援助。員工領取相當高的薪水，有些病患甚至可以重回社會，農場裡設

有一個精神病院，裡面有充足的醫療人員。拉法吉是西班牙農業部認可的乳品農

場，人們購買拉法吉達的產品是因為品質好，而不是為了做善事。拉法吉達是個

不以營利為目標的營利組織。它的目標是社會改革，營利只是達成目標的手段。

它為精神病患提供醫療服務，但它不是政府組織，也絶不是慈善單位，因為它的

營運不需依賴慈善捐款。 

    楊銘賢等人（2009）提出了『社會企業經營模式的建構』，並指出社會企業

經營模式的創建，正是為了解決現今非營利組織所面臨著為了捐助者和贈款高度

競爭的環境、日益增加的社會需求和一個普遍緊縮的資金環境，迫使它們在其業

務活動上必須採取更有力的競爭姿態，關注政府政策目標鎖定的成果，以及尋求

創新的方式對目標市場提供卓越的價值，來成為有競爭優勢的社會組織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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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企業經營模式的建構』研究中主要是針對企業經營模式作一個探討，透

過文獻探討提出社會企業經營模式的一個理論模型，在經由個案研究進行驗證，

期望能夠作為發展社會企業經營管理體制的基礎跟實務的導引。楊銘賢、吳濟聰、

蘇哲仁、高慈薏（2009）所建構之模式，認為社會企業經營模式主要包含六大部

分：價值主張、經營策略、營收機制、資源部署、價值網絡、永續能力，以下將

分別說明之。 

（1）價值主張 

  Staehler（2002）定義經營模式的價值主張在描述企業提供了何種價值給他

的顧客與價值伙伴；而 Hamel（2000）指出價值主張實際提供給顧客的特定利益

組合，也就是指公司提供哪些利益給顧客。因此本研究定義價值主張為社會企業

如何回應社會需求，並利用創新方式，依據其社會使命、創建動機與目的，透過

一系列產品或服務提供給目標顧客一種與其他企業具差異性，而且被顧客滿意接

受之價值。 

（2）經營策略 

  Porter（2004）指出策略是指執行和競爭者不一樣的活動，或用不同的方式

執行類似的活動，或者是為了實行組織目標所進行的資源分配行為，而選定市場

形成其競爭策略有三個方式，包括成本、差異化、利基市場策略；而 Hamel（2000）

指出經營策略必須能夠清楚定義以下幾點：產品及市場範圍、差異化基礎。因此

本研究定義經營策略代表社會企業未來的產品方向與市場定位，應說明其服務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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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組合在該產業中差異化基礎，說明公司競爭的運用方法與競爭者的差異。 

（3）營收機制 

  Chesbrough（2003）指出營收機制乃具體說明一企業營收產生機制，並估計

成本結構和生產計畫的利潤目標，給予價值主張和價值鏈的結構選擇。因此本研

究定義營收方式為清楚陳述成本與收入結構以及計畫實現的利潤目標，並且讓股

東知道未來投資可能回收的方式。 

（4）資源部署 

  Hamel（2000）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資源部屬指的是對相對稀少的資源在

各種不同用途上加以比較作出的選擇，也就是指一家公司如何以獨特的方法結合

能力、資產與流程，來支援其特定的策略將各種資源與能力（以及合作伙伴的力

量）連成一線，以有效傳達公司所提供的價值主張；企業經營所需要的資源與能

力以及其配置方式，主要包括四部分：1.辨識核心能耐；2.辨識策略性資產；3.

建構核心流程；4.配置。因此本研究定義資源部署為一家公司如何以有效率的方

法結合能力、資源與流程，來執行其策略，以有效傳達公司所提供的價值主張。 

（5）價值網絡 

  價值網絡乃是指與其他企業協議合作的網絡（Ostenwalder et al., 2005），而

Chesbrough（2003）指出創造價值的過程常常需要第三方的協助，共同組成傳遞

給顧客價值的價值鏈，而這就形成了價值網路，通常一個價值網路包含了供應商、

顧客及第三方參與者；Mair and Schoen（2005）指出價值網絡分析包含各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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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造競爭優勢的潛力、增加價值和分配權力，作為實現集體目標的手段，消費

與生產的外部性，價值創造和撥款。因此本研究認為價值網絡是包含為顧客創造

價值的合作夥伴以及其溝通管道與協調機制。 

（6）永續能力 

  永續能力及可持續性的概念有很多定義，Afuah and Tucci（2003）定義為該

公司得以保持或擴大其在其行業領先的能力；Weerawardena and Mort (2006)指出，

社會企業的成形與驅動主要是為了永續性發展，而永續發展可以透過創新、先發

制人和風險管理等行為得以實現。根據上述，永續能力是企業為了追求永續發展，

在其建構關鍵核心價值，以及培養創新能力上所做的努力。 

    不同國家及發展情形，臺灣的社會企業尚在啟蒙發芽的階段，相關的配套及

法令雖不明確，幸有國內學者不懈的努力研究、實務案例的深入探究，站在巨人

的肩膀為本研究的基礎。 

國內學者鄭勝分在 2013年研究結論提及社會企業化的發展不僅是營非利組

織要自行有意願發展，同時也需要有相關法令政策的支持。故此，在不違及教育

部設置本樂齡學習中心平台的宗旨目的，防止陷入與民爭利之境地，兼顧法令尚

未明確之際，可以政策放寬的專案形式，開展一條社會企業化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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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基於國內活躍老化樂齡學習方案蓬勃發展，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樂齡學習

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加速方案推動成效以因應政府社會企業政策的實

施。據此茲將研究架構、研究實施以及研究倫理與省思，依序分述於後。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意圖探討「樂齡學習中心轉型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架構。首先探

討樂齡學習中心、社會企業之相關文獻，建構本研究的理論基礎，並析論國內

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的現況與困境，藉由釐清願景與現況之落差，形成研

究問題，進而採取系統方案規劃本研究架構，並發展實施模式；其次，運用焦

點團體法，借重專家來意見並檢核調整「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

架構及實務人士的寶貴經驗，界定目標對象及實施模式；最後，據以提出「樂

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 

茲根據本研究目的，茲將本研究架構說明於後： 

一、 目標對象:樂齡學習中心主要經營者。 

二、 實施策略：係指以樂齡學習中心財務自主為目標，依情境分析、需求

評估、市場區隔與行銷策略系統規劃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

式，包含:產品、價格、通路以及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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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操作模式：係指以樂齡學習中心財務自主為目標，依樂齡學習中心的

需求設計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包含:實施策略、執行方法、期程、時

數等。 

第二節 研究設計 

Phillips 根據對於研究生、指導教授與審查委員的訪談，指出博士研究原創性

的九個定義：1. 進行沒有人做過的經驗研究。2. 進行沒有人做過的綜合研究。

3. 重新詮釋舊有的資料。4. 進行國外已經有人做過，但是國人還沒有做過的研

究。5. 將舊有的技術應用在新的領域。6. 為舊的議題找到新的證據。7. 使用跨

學科或者不同的方法來進行研究。8. 研究某學科中還沒有人探討的領域。9. 以

新的方法來對知識進行補充（Phillips & Pugh,2000）。Boesch（1991）指出，一個

異文化體驗必然牽涉自我分析的過程，研究不只是對於外在世界的瞭解，它讓我

們反省原來我們是這樣看世界的。本研究不是去探討未知的世界，而是在想當然

爾的事物中發現新觀點、指出原有的偏見。 

本研究目的一為蒐集、整理、分析樂齡學習中心及社會企業的文獻。本研究

目的二為舉辦專家學者及實務(樂齡學習中主任)工作者的焦點座談。本研究目的

三為提出「樂齡學習中心社會企業實施模式」，為了驗證事實要同時依靠許多資

料來源，使研究者對研究現象事實的瞭解更為周全（Bogdan & Biklen,1998），故

本研究不僅蒐集多元資料，如:官方文件、報章雜誌、日誌信件、會議紀錄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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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研究目的一、二。並借重實務專家組成之焦點團體作為檢核調整「研擬樂齡

學習中心社會企業實施模式」架構，希冀透過此多元檢證的設計，使本研究趨於

客觀合理，據以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做為未來國內各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

業之參考，達成本研究目的三。本節茲就研究方法與研究實施分述如下： 

壹、 研究方法 

所謂的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是指蒐集、處理資料的程序與手段。為

達研究目的，本研究依序採用文獻分析法、焦點座談法做為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又稱為歷史文獻法，是一種系統化的客觀界定、評鑑與綜合證明

的研究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真實性。學者 Aveyard ＆ Corporation （2008）

提出四點文獻分析的重要性：1.透過文獻分析的資料整理與歸納，可以幫助我們

看到相關的整體，而不會只有見樹不見林；2.藉由文獻分析可以幫助我們有新發

現；3.鼓勵客觀思考與評論；4.有系統性的回顧相關文獻與資料，有助於集中問

題的核心與深入探討。文獻分析讓讀者在最短的時間內瞭解該領域的知識和研究

成果，有助於吸收眾多研究者的經驗，瞭解別人如何做研究，並且藉由文獻分析

法來進行分析、整合、歸納從前至現今的資料，分享研究成果及發現，做一個摘

錄和整合，並且提出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以供其他的研究者參考，故文獻分析

是一門很重要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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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分析的類型有兩種：第一種是「文獻定性分析」，是一種較常用的文獻

分析，又稱為歷史文獻法，常需要檢視大量的歷史紀錄和資料，再以客觀性的態

度對文獻進行研究整理與分析，步驟包括有：蒐集文獻、摘錄資訊及文獻分析這

三個環節（姚雪芬，2007）。第二種是「文獻定量分析」，又稱為後設分析（Meta 

Analysis）指出後設分析的特點包含以下幾點：1.是一種科學的系統化和客觀化的

方法。2.對很多個有相同假設或實證性研究能夠加以統計並且進行分析。3.靠著

較大的樣本數而重新去檢定實驗的假設。4.不用以原始的資料做分析。因此後設

分析的做法是用敘述性的方法或統計分析方法，來整理相關的研究結果，最後找

出最可信賴的結論（張紹勳，2008）。 

文獻分析的目的如下： 

（1）了解某研究主題現今的發展和研究進度。 

（2）針對某研究主題，從以往到現有的學術成果加以探討和分析。 

（3）掌握他人已經研究過的方法、問題、假設，做整合及分析。 

（4）讓讀者迅速知道某研究主題的全面性資料，提供相關概念架構。 

（5）整合、分析和歸納既有的研究與知識，提出相關研究的缺失和不足。 

（6）提供未來此研究的相關建議及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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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頓說：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事情！文獻分析的歷史意義在於，以研究資

料分析處理後呈現歷史演變因果關係與辯證。本研究目的一即探討樂齡學習中心

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儘量以實證研究之論文為蒐集研究對象，期望以文獻回

顧與分析並重，以呈現文獻歷史意義與價值，了解過去、洞悉現在、並預測未來，

以修正活躍老化樂齡學習系統方案之架構。 

二、 焦點團體法 

焦點團體訪談（focus group）是一個由主持人（moderator）帶領的團體訪談

研究方法，屬於質化研究，其蒐集質化資料的能力、所蒐集之資料的性質廣泛與

內容豐富、以及研究方法應用的多元性，最早被社會學家所使用，而後因市場調

查等需要而受到重視，是近年來社會科學研究經常使用的方法。由於焦點團體具

有團體訪問的形式，因此也稱為焦點訪談法 （王文科、王智弘 ，2009）。焦點

團體訪談常會邀請同質背景的成員參加，由於參與者背景相近，可以使得討論產

生良好的互動。主持人是受過良好訓練的專業人士，並非傳統的訪問者角色，而

是要營造出自在的團體互動氣氛，俾便參與者可以暢所欲言，激盪出內心的想法、

經驗與觀點（Stewart&Shamdasani,1990；David L. Morgan,2013）。 

焦點團體法目前被廣泛使用於：（1）收集研究的背景資料或界定議題、將上

述資料作為形成研究假設、結構式問題、評價或需求評估的基礎；（2）調查對政

策的反應；（3）廣告或市場行銷策略的前測；以及（4）難以進行一對一調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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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議題（Grbich, 1999）。焦點團體座談法大致有下列六種優點：（1）參與者不

受限制地發表意見；（2）主持人有較大的彈性；（3）易於控制情況；（4）節

省時間；（5）資料的可詮釋性；（6）提供基本的探索性資訊（Edmunds,1999）。

焦點團體參與者的組成原則為：組內同質性高，組間異質性高。組內同質性高，

俾使每一個參與者經驗、背景相近，能互動良好，暢所欲言；組間異質性高，易

掌握多元的意見與經驗。每一組人數大約 4至 6名，視研究目的、參與者的背景、

參與者對問題的熟悉程度而定。通常若參與者對研究主題投入深、主題較複雜或

研究者想知道較深刻而非簡單的答案、或參與者本身是專家，則適合用較小的團

體。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的功能有四：（1）蒐集重要他人的意見，以釐清

研究方向；（2）修正問卷用詞、結構與內容，提高問卷的適切性；（3）透過焦點

團體的討論，解釋調查資料的不一致；（4）用來驗證研究結果是否正確。 

本研究多元檢證，文獻探討與理論分析後產生大量的研究結果資料，其中有

些資料由研究者依據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歸納彙整即可，有些具爭議性或紛歧性意

見，必須透過進一步的焦點團體討論，才能獲得較客觀與共識性的結果。基此，

希望借重國內辦理樂齡學習方案的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與教學者的意見，透過

焦點團體訪談過程，檢證研究者擬定「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架

構與實施策略之看法並建立共識，彌補理論分析與文獻探討結果的不足與修正，

作為未來訪談實施的效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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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實施 

（一） 文獻分析 

本研究採用文獻定性分析方式，蒐集相關文獻後，進行摘錄相關有用的資訊，

並且以概念加上分析為中心的文獻分析，再根據不同的分析單位，來探討研究結

果。而在資料的篩選部分，須符合下列原則：（1）研究對象為樂齡中心實際經

營者；（2）研究主題鎖定在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樂齡學習中心。最後在資

料分析與整理的方法與過程，先將文獻資料閱讀後，再做重點式的整理與歸納，

包含：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習主題、需求內涵、時程、研究結果等等做重點

式的摘錄，最後將相關的研究結果系統式的呈現出來。 

（二） 焦點座談 

本研究焦點座談法實施流程如圖 3-1，依序說明如下： 

 

圖 3-1焦點座談實施流程 

編製訪談題綱 選擇訪談對象 會議邀請通知

確認會議時

間
郵寄會議資料安排會議事宜

實施焦點座

談
分析統整資料

修正方案架構與訪

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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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對象 

依據研究實施步驟，本研究審慎選擇具代表性的焦點團體訪談對象，邀請曾

經執行樂齡學習方案之高齡教育、社會企業學者代表的專家群共 4人以及執行超

過五年之樂齡學習方案實務工作者、教學年資超過八年之樂齡學習中心主任 5人，

藉以面對面溝通，彌足書面表達之不足，並檢核及確認研究結果。參與本研究焦

點座談人員如下： 

1. 實際規劃及推動政府政策者，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巿場研究組。 

2. 與本案執行有關之各領域學術研究者，來自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3. 執行超過五年之樂齡學習中心實務工作者，包括澎湖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嘉義巿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臺南巿樂齡學習示範中心、雲林縣土庫樂齡學習

中心、嘉義巿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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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焦點團體對象代碼表 

代碼 單位 資歷（年） 性別 

G1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巿場研究組 10 男 

G2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 10 女 

G3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10 男 

G4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0 男 

G5 澎湖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5 男 

G6 嘉義巿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5 女 

G7 臺南巿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10 女 

G8 雲林縣土庫樂齡學習中心 10 男 

G9 嘉義巿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3 男 

 



89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焦點座談法主要的研究工具包括：研究者自身與訪談題綱，來進行資

料的蒐集，茲分述如下： 

1. 研究者本身 

研究者扮演焦點團體主持人的角色，並非訪問者的角色，而是要誘發自然的

團體互動對談，注意控制討論範圍不要越出研究者的研究範圍，維持成員之間的

互動，而非主持人與參與者的互動。研究者無論在學術或是實務領域經常主持焦

點團體討論，且具有輔導教師證，對於思考敏銳、傾聽他人對談、對團體互動有

敏銳的觀察與分析能力，能適當地介入團體互動中來調整互動氣氛、在適當時候

探問、鼓勵他人對談、技巧地避免某些參與者支配討論、當參與者的發言自相矛

盾時，會請其予以澄清，在座談會被打斷或離題時，能技巧性的轉回原主題。 

此外，研究者對於主持前的準備，如：熟悉研究主題、題綱內容、試讀訪題，

儘量讓題綱像自然對話而非讀題；且會議時間安排在早上，保持身心精神的穩定，

30 分鐘之前到場，與陸續到達的參與者寒暄及閒談營造溫暖舒適的氣氛，但避

開即將討論的關鍵話題，同時觀察參與者，將操控性與饒舌的參與者安排在主持

人旁邊，將害羞或沈默的參與者安排在主持人正對面以給予適當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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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訪談題綱 

運用焦點團體來蒐集資料時，必須要有清楚、明確的研究問題，讓研究問題

引導發展焦點團體的訪談方向。一般而言，研究者會從研究問題中發展出三到四

個問題，作為焦點團體討論議題設計之基礎（潘淑滿，2003）。本研究首先由理

論文獻分析提出本研究實施模式之架構，包括價值主張、資源配置、經營策略、

營運程序，茲將所整理出的初步研究結果彙整成本研究焦點團體座談的討論資料，

再與主持人討論後提出專家學者及樂齡中心主任的訪談題綱。 

訪談題綱之編製主要可分成以下四個階段完成，茲分述如下： 

（1） 文獻分析與檢證： 

研究的目的在於回應研究問題，文獻則為與研究問題、應用理論相關的實證

資料。本研究蒐集活躍老化樂齡學習方案相關資料，經由分析歸納出其架構。 

（2） 設定訪談構面： 

運用系統化方案規劃模式，形成訪談之構面。 

（3） 形成訪談綱要的項目： 

根據訪談之構面，思考與之相關的討論項目。 

（4） 形成討論題綱： 

根據大綱之構面與項目擬出實務專家焦點座談內容大綱，內容如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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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首先以理論分析與文獻探討獲得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模式之架構，

其次以焦點座談討論結果，修正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模式之架構並提出實施

模式。最後，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以下針對本研究之資料分析說明如下： 

壹、 文獻分析 

    本研究透過理論分析與文獻探討，首先找出與社會企業及樂學習中心主題相

關之中文文獻共計 49篇。其次，摘錄各篇研究結果有關社會企業化主題與內涵，

其概念與意涵與研究者所定義之研究主題相符者予以歸納彙整，製表如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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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訪談分析 

在質化資料的紀錄與處理方面，焦點團體座談初期，會徵得與會者同意進行

全程錄音，在過程中研究者做摘要性筆記，以紀錄與會者特別的表情或動作，以

及當下的現場狀況。之後，由研究助理進行逐字稿撰打，計畫主持人檢核，將討

論的內容歸納形成具體的修正意見，然後由研究者同儕進行檢視，焦點座談內容

整理如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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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社會企業無論是從何種樂齡學習中心發展而來都有其需求與困境，本研究嘗

試彙整各相關需求與困境，透過對其形成的需求與困境的瞭解，將是轉型社會企

業實施模式的重要關鍵。本章即根據研究目的，從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所得之資

料進行綜合討論。不論是從生態系統或是社會企業育成的運作與分析，可以發現

社會企業的育成必須包含：啟動資金、能力(含巿場、治理、研發、經營、財務)

與發展(含定位、社會使命、策略)。本研究發現這三種類型在轉型社會企業實施

模式上有其不同歷程與型態產生，茲就價值主張、資源配置、經營策略以及營運

程序分述如下： 

第一節 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的價值主張 

    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相同，隨著時間的變化形成組織生命週期不同的階段，

社會企業的商業模式會有所變動。 社會企業的價值使命會隨發展的成熟度有所

不同,價值主張具備四個階層,萌芽期、成長期、成熟期到再生期。 

    談生產性的老化，這個東西好像是社會企業可以開始去思考的。(G3) 

    這個社會價值是怎麼衡量？你有算 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社

會投資報酬率)嗎？效率是經濟價值的問題，社會價值不是效率的問題。(G4) 

    Effective就是效能，但是價值我覺得是沒辦法這樣衡量的，管理者來衡

量一定是沒有價值的，因為你們是看投入產出了多少。要提社會企業，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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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告訴你樂齡學習的價值，我可以創造什麼價值就是讓中高齡者退休後不要

孤獨在家，要再出來貢獻，你怎麼衡量？我覺得他很有價值啊! (G2) 

    不只社會價值，還有經濟價值要進來，因為經濟價值是底，不管任何形

式的企業，至少要損益平衡。(G4) 

    社會價值在經濟價值上面，他一定要有，但是沒有經濟價值，社會價值

不存在，所以轉型社會企業要思考這個問題。(G1) 

    本研究結果發現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的價值主張有兩類型，一類與

Seelos&Mair(2007)主張一致，提到樂齡學習中心的價值主張來自於其社會使命，

這個社會使命會隨時間有所不同，樂齡學習中心的價值主張源自其社會使命，由

產品、社區服務提升對弱勢者照顧、解決社會問題的使命，如同如一般企業商業

模式所產生的價值主張的階層。 

另一類型則與Sauer&Willcocks(2003)主張一致, 樂齡學習中心由解決弱勢者

的問題，逐漸將服務功能擴大，以提升樂齡學習中心的價值主張，產生價值主張

的層級，發現樂齡學習中心的價值主張層級擴大主要的目的在於滿足更多弱勢者

的需求。 

壹、 由社會使命創造的社會價值 

一、 活躍老化，扭轉社會老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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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樂齡學習中心的使命其實就是要提供一個地方，幫助樂齡者學

習活躍老化、老後重要的事情，有些沒那麼老的可以預做準備、從參與樂

齡學習中心的志工開始。(G2) 

    從解決問題的角度來看，樂齡建立了一個非常成功的典範，讓我們看

到就是老人他是可以自立的，他是有尊嚴的讓我們看見，這個本身都已經

是解決社會問題了，也就是說第一個扭轉社會大眾對老人的觀念，我覺得

他已經具備這樣的意義在。(G3) 

因為我們學員大部分都不認識字嘛！我們的宗旨很簡單是讓他們成功老化、

活躍老化，那最重點是快樂。所以我說老人在快樂中學習，不是在學習中

快樂。(G8) 

我們是希望營造一個水上鄉是一個幸福的樂養老的鄉，傳統的農村社會轉

型變成是有知識，然後充滿幸福感的鄉村。(G6) 

我們願景很簡單，人人有本事，個個有本領，希望每個人來我們樂齡中心，

他除了學習之外，學習之後她可以跟老化相處，他可以當志工之後，他可

以增能還有服務的機會。(G9) 

二、 終身學習，體現樂齡教育價值 

    希望我們去衡量的不要用經濟的概念來衡量，因為我們要的是最基本的，

也許從 social value這個概念慢慢去思考，換言之如果我們開始物化，我們都

是市場化，那這個很顯然不是社會企業最終所要追求的。(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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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宗旨還是一樣，推展中高齡的終身學習的活動，以這個為我們的

大方向，任務有我們的代間學習與世代教育，技藝傳承、產業創新(G7) 

    我一直有一個期望，怎樣打破學校跟社區的距離，那個學校真的社區經

營的很少，我們(樂齡學習中心)去了之後活絡起來，本來只有 38個孩子，現

在已經到 98個。(G7) 

    我們的任務讓每個老人都過得很快樂，讓他們的歲月很容易加快的過，

要走的時候最好是三分鐘，不要拖太久。我們是坐在同班船，我們要走的時

候一起走，這樣子讓晚輩不會覺得很困擾。(G8) 

貳、 為解決問題創生的經濟價值 

一、 生產老化，發揮長者生命價值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對象經常提到樂齡學習中心，對社區所帶來的是機會

（opportunities）、轉機（turning point）與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樂齡學

習中心透過部分工時就業、志願服務、照顧參與、健康促進、教育訓練投入、社

會與學習活動的參與，提高老化的個人價值並創造正面的貢獻。從社會發展的角

度而言，是則是相對於「消費老化」（consumptive aging）觀點的生產老化。周玟

琪、林萬億（2008）亦指出，生產老化乃是因應人口老化的結果，透過不 同類

型的社會參與，提高老人的生活品質 與自立能力，產生有形與無形的報酬，並 同

時對於社會與經濟發展產生貢獻與效益，促成個人與社會整體之雙贏局面，奠定

社會永續與銀髮經濟的發展條件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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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做一個典範，怎樣讓少子高齡化，但是這個學校不會被放在那邊，

怎麼樣做一個後製的機制去建構起來，那就可以變成一個社區的養生村也好呀，

這樣子的想法在做，逐步在追這樣的夢想。(G7) 

我的願景，促進我們麻豆的創新，一個創業，就是年輕人可以做什麼，透過我

們中高齡者跟他們一起合作，做一個比較好的傳承，是一個樂齡永續經營，樂

齡永續經營也是我們非常擔心的部分，也是要有產業，年輕人一起進來才有辦

法去造就。(G7) 

二、 創意老化，開展文化傳承價值 

    創造力是生命中的重要元素，2002 年聯合國第二屆老齡議題大會即指出讓

老年人有參與文化藝術等創意活動的機會是人性化的老化過程中的基礎。Erikson 

認為老年階段的任務是「統整與絕望」，成功的懷舊能達成自我統整。老年醫學

的先驅者 Dr. Robert Butler提出老年人藉由優勢觀點來檢驗過去，將能幫助他們

面對失落、欣賞成功(Larson & Perlstein, 2003)。 

    本研究發現樂齡學習中心在課程深化的要求與理論教育導入後，引進許多創

新的藝術課程，如:「生命繪本」、「文化傳承」 和「活化歷史方案」等。透過創

造性活動，長者能夠被使能，持續地以有意義且能實現個人理想的方式成長。創

造性的藝術，不只提供高齡者學習的管道，是一種發現老年生活無限可能的方法，

更演變出世代文化傳承的社區風景。 

    甘地模式意思是說，妳在一個社群裡面妳尊重社區裡面的文化特性，他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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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他的產業，那這樣的方式是很尊重地區性的，所謂產業的特質包括文化的特質，

而不是把外面商業的東西帶進來，讓我們可以創造一個市場價值，這是不一樣的。

(G3) 

第二節 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的資源配置 

    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的資源配置是指樂齡學習中心如何利用有形、無

形的資產和獨特的組織能力以及投入這些所擁有的資源，來執行其策略，去創造

競爭優勢，並有效傳達社會企業所提供的價值主張。本節重點是針對公部門系統

與民間團體系統兩大類型經營樂齡學習中心的資源配置進行討論。 

壹、 公部門系統承辦的樂齡學習中心 

    依據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申辦樂齡學習中心計畫原則，申請單

位資格包括優質之續辦樂齡中心、鄉（鎮、市、區）公所、公共圖書館、以日間

有剩餘教室之各級學校、具備執行能力之立案民間團體。截至目前由公部門申請

辦理樂齡學習中心的組織包含鄉鎮區公所、圖書館、長青學苑、國小、國中、大

學、農漁會等，公部門 44所與學校單位 147所。本研究發現由學校所經營的樂

齡學習中心，觀察其經營成效則主政者的支持和承辦人的信念是主要的關鍵，主

政者看見高齡社會是施政重要的項目，便會啟動資源並交託適任者領航，而承辦

人對於樂齡學習中心計畫的認同與樂齡學習的信念，更是能將資源配置運用最適

化的關鍵動力。 

一、 有形資源與難處－打破疆界彈性編組與補助款運用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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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資源就是有教室空間，再來就是社大志工隊人力，另外一個資源就是他有

一個專職人力，就是我。(G9) 

我們在行政上面做得還不錯，專案管理的部份我們都算是比較有利，因為一個

專職人力在那裏，但是這個是優點也是缺點，因為我們做樂齡也作社大的事，

很忙...。(G9) 

公部門的優勢是要結合社區或村里長都很容易。(G6) 

鄉公所負責行政工作，其他課程業務是我負責，行政是我很大的幫助…承辦人

搞不清楚還麻煩我鄉公所的課長，跟教育處的科長開會，不然我不想玩了。(G5) 

運用公部門的資源，在拓點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會比大家都沒有這麼辛苦，因

為我們多了很多東西(資源)可以使用，而且就是可以天天開門，是因為幹事天

天要上班，所以也就沒有那方面的顧慮。(G6) 

連村長都願意協助的，晚上開門也都不用中心任何的人力支援，在地的志工跟

村長他們就可以服務的很好，所以整個組織架構我應該講說，就是把公部門所

有可以用的資源全部用上了。(G6) 

最大的缺點，會有一些所謂的關說。(G6) 

我之前擔任澎湖環保署的第一個講師，96個鄉鎮都跑過，人脈沒問題。(G5) 

我們拜託退休校長都不來，縣政府教育處他們聘請的訪視委員都是退休校長，

但是他們都不懂樂齡怎麼訪視。(G5) 

得罪不起，一個人至少都可以影響二十幾票以上，所以這龐大的力量，逼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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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不得不去妥協，妥協之後，發現村裡有一個凝聚力的地方，有發展一些村民

的特性，便開始認同樂齡，反而幫我們的忙會比我們要求的還要多，像歌唱比

賽的制服，村長出錢。(G6) 

因為這樣的迴響，所以我們才會從 99年開始公所的預算開始放進來，也是因

為這樣的迴響，然後去讓在位者(鄉長)看到樂齡學習中心的必要性跟需求性。

所以我們從 99年開始本預算開始編列來支援教育部不足的地方，錢下來這是

最有形的資源。(G6) 

二、 無形資源與能量－凝聚社區形塑互助系統 

但是我們有一個比較獨特的地方是，我們不從上而下，我們是由下而上，比較

反其道而行的，我們從下面動員，我們從社區去擾動。(G6) 

先找到一些獨特性的人物，像媽媽教室有幾個比較活潑的，把他先拉來樂齡，

讓她來上課參與志工，等她認同之後，我們去拓點的時候，這些人是最好的推

手，每一個社區都有放個三四個這樣的推手。(G6) 

無形的資源就是社區的凝聚力慢慢的成形。(G6) 

現在是連他們的家人甚至有的是媳婦，開始看到轉變之後，開始關注樂齡，生

力軍就會一直進來，我們一方面用公部門的優勢，跟這種獨特的由下而上的方

式去擾動出來的一個成效。(G6) 

看到樂齡人力資源，如何去培訓他們，成為樂齡的志工，樂齡的講師，然後到

現在專案管理人、助學雲端代理人，所以我們看到的是生命自我實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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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9) 

解決鄉下地方很多孤獨老人的一些孤獨的需求，還有就是說互相關懷，然後去

減輕他們子女的負擔，或許經濟上是沒有辦法解決，但是精神上幫他們解決很

多負擔，我們得到很多最棒的迴響。(G6) 

貳、 民間團體系統承辦的樂齡學習中心 

目前由民間團體申請辦理樂齡學習中心的機構包含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區

發展協會、生活美學協會、教育協進會、文創學會、救國團、紅十字會、老人會、

醫療社團法人等非營利組織計 148所。 

非營利組織由字面上作解釋，就是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組織。本研究發現全國

313所樂齡學習中心經營優質的大多是為非營利組織所承辦，應該是因為其融合

了公部門組織的不營利特性與民間組織有彈性、不拘混於典章制度的特質，不但

具有企業的模式，更深具促進公共利益的責任與使命。 

一、  有形資源與困境－莫忘初衷需擺脫政府補助的依賴  

    有形的資源就是產業文化，循著麻豆的優勢來創造中高齡他們的更好的發展。

(G7) 

我算是專心在這個地方，而且我只做這件事，做樂齡，所以我很清楚我在做什麼

事情，然後可以把時間以樂齡的計畫為中心。(G7) 

    目標跟方向是一樣，大家合作無間，不會有多的雜念。(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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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也不是讀企管的，我今天跟他講說，我去做生意一定是賠錢的生意，

因為我不會經營這一塊，也不知道怎麼做。(G7) 

    不一定每個(樂齡學習中心)都有這個條件，等於就是說還是要回到最原始的

初衷是什麼？計畫目標是什麼?當然就是要去好好的釐清。(G3) 

    我的這個意思不是說樂齡學習中心不能轉型社會企業，我是說先把本顧好，

要轉就可以轉。(G1) 

    如果真有心要轉，那就要有機制去協助。台灣如果真的要轉社會企業，教育

部可以去了解，譬如說國發會，國發會目前有社會企業的基金，因為很大，可是

沒有人敢去申請，所以我們的社會企業通常都很小。(G1) 

    我認為樂齡學習中心要轉型為社會企業並不容易。不容易的原因是，台灣的

高齡服務多半都是福利，所以大部份都是免費的，現在要請長輩付費比要他的命

還難，所以他們基本上不是消費者，如果要轉型為社會企業，他們應該要變成是

生產者，他的機會才會出來。(G1) 

    我們不靠政治，鎮長都不理我們，當初把計畫書交給我拜託我做而已，到現

在連一毛錢都沒有，那幾天前我還跟他吵，我們辦的連續四年都是特優大家都給        

我們肯定，那你公所也一點意思，不用錢多你也意思給我們鼓勵。(G8) 

    外來的優勢跟劣勢，都講起來就心酸，就自己打拼比較實際。(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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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每個月都去校外教學一次，全國只有我們這麼做，一年最少要出去 12

遍最多 14遍，費用要 34萬至 40萬，你教育部給我的有多少錢，所以我們不跟

教育部計較，我們跟教育部計較的是這些人你要讓他跑去醫院還是樂齡中心。(G8) 

    很多 NPO，像樂齡中心，都想轉型為社會企業，可是成功率不高。多半是因

為遇到募款困難，完全都基於財務因素。因為財務問題，所以他要轉社會企業，

所以搞不清楚就亂轉，若都是基於短期財務目標，要轉型不太容易，成功率都不

高。(黃春明) 如果教育部要推樂齡學習中心，那就是要看先看樂齡中心是什麼？

你到底是什麼？你是誰？如果你是樂齡學習中心，你就好好繼續。(黃春明) 

    如果還沒有想清楚到底社會企業是什麼？就開始很想做，就忘記「社會」僅

想到「企業」，就會想到說其實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我最擔心就是這個，就是想

清楚企業和產業不一樣，當初是樂齡學習中心講產業，就可能搞到一起，所以我

們特別釐清就是說，如果你有很清楚的社會使命，你到底想要做甚麼事，這事夠

強去推動你的熱情的就可以去做。那你有沒有這熱情，你想不想去做，沒想做就

做不久，但想做的話剛才的 NPO你可以成立公司，不一定要 NPO來做。(G2)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讓他不討厭老人，好好得去把老人轉型的,我覺得是這樣，

那所以我是有一點很 consune，我是跟教育部說，不要再叫樂齡學習中心做社會

企業，前提是一定要做一點研究或小小的推動示範。(G2) 

    是 KPI弄清楚然去追求，那 KPI要共同做出來。(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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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真的要去呼籲大家，把想做的事是甚麼？就是由樂齡學習中心來做，

不一定是 NPO嘛！你不一定是跟高齡社會跟樂齡學習有關，你才有辦法從樂齡

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但這一點我們要花很大的力氣來教他們，因為來做樂齡

的人不是每個程度都那麼好，你需要有些看見，沒那麼容易的。(G2) 

二、 無形資源與優勢－中高齡人力資源再運用 

    對於台灣社會企業的特性、和他的發展的脈絡，看樂齡中心有沒有此條件？

第一個是創辦者的人格特質。其實現在的很多社會企業，創辦者通常都不是一個

人，是一群人，這組人是互補特質，有人可能很衝、有的緩衝，所以當加油的人，

衝的人很厲害的時候，如果沒有準備妥善，就可能會翻車，就會發生危機。 (G1) 

一定要有社會資本，大家聚在一起信任度也夠。要建立信任，在過程要強化連結、

所以它的穩定性要高，不管什麼形式都 OK，可是你那個核心重點要抓住。(G1) 

Social capital建立的基礎還是信賴啦(G4) 

我們的無形資源就是我們老人很多啦！(G8) 

我們的經營團隊是相當不錯的，大部分都是退休的老師、組長、主任、校長，而

且什麼培訓都去參加，總共有 33位有(樂齡專業)證照的， 

在偏鄉這些退休的老師有意願的他們非常認真。(G8) 

社大很多年紀 50幾歲的家庭主婦，小孩離家…不愁吃穿，今天學烹飪、明天棒針，

後天編織，我覺得非常可惜，這些人至少都讀到國中以上高中以上。(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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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推展跟我退休規劃還滿不錯，其實我之前在公所工作時就在文化部門，更早

在幼教那就是教育，所以對教育文化藝術這個部分，應該是人脈啊!或者說我本

身的一個知識是有基礎啦！理事長委託我們一個退休的郵局局長來承擔這樣子

的任務，我是常務監事。(G7) 

他在社團上的精上投注非常多，投注很多他就沒時間生病，然後沒時間生病，她

出去做服務他又覺得他很快樂被肯定了，所以她又回來增加他對樂齡中心的組織

認同。(G9) 

重要一點是有人可以一起來做，沒有這些人我也動不了。(G7) 

無形資源就是團隊，我們團隊的向心力，還有他們在精進當中來把他們能力提升，

然後組織優勢，我覺得使命必達。(G7) 

公所專員送計畫書給我，他說明天要繳，我就把它寫完。對樂齡完全沒有概念，

正好黃金輔導團在上課，我就跑進去上課了，從頭到尾。(G8) 

一個組織，最怕聲音太多，你剛開始要去做一件好事的時候，大家意願很高，動

機很強，但如果管理氛圍沒有建立好的話，會亂掉會變質，你接下來還要繼續做

的話就會不可能。(G7) 

靠中正成教所這邊很大的支持，這是我們無形資產。(G9) 

如果樂齡中心要轉型為社會企業，可能要從現在參與，或是從目前在幫助樂齡學

習的這一批有心人士中找機會，那應該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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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三百多個高齡中心，可能要很清楚去看出來他的的核心的人，他的資源還有

社會資本(capital)，現在我們在探討社會企業，不是在講他財富多好？現在的重

要指標，是社會互動，弄好了財富自然就會來，有影響了社會基礎夠，那財富自

然就來。(G1) 

第三節 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的經營策略 

本研究結果發現樂齡學習中心僅是教育部終身學習司的一個計劃，既然是計

劃就沒有法人地位，也就無法談轉型社會企業，但是從研究結果亦發現樂齡學習

中心確實累積許多可能轉化的社會創新能量。本節目前 339所樂齡學習中心裡有

191所是由公部門和學校所承辦，另有 148所屬民間團體承辦，依目前的法規和

大眾認知，公部門和學校不可能轉型為社會企業，但民間團體則躍躍欲試。本節

重點析論公部門、社團法人社區協會以及社區大學三大組織類型轉型社會企業的

經營策略與討論。 

壹、 公部門 

    公部門承辦的樂齡學習中心因其從政府體制移轉過來，在經營管理的能力強

且制度健全，但是其對於社會問題認知的深入性與人文關懷上，若是採取原先公

部門的管理方式，未有所調整，對於其想解決的社會問題以及社會影響力將產生

困境。因此如何調和與調整組織的策略定位與管理機制，並增進其對社會問題深

入的認識與了解，同時不危及或是損及原有志工與民眾的權益，以及回應社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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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認同，是公所樂齡發展為社會企業的重要關鍵點。 

一、 定位 

社會企業都面臨到財務的問題，那我就想說社會企業為甚麼要募資，沒有人要給

他錢嗎？(G2) 我覺得樂齡學習中心都去拿補助款來做社會企業對我來講那是一

個很衝突的概念，這不應該是拿任何補助款的，應該是有一個很想做的事情，我

去做，做愈多好的事，做得下去，就會做得愈多，可是你是為了要去拿補助款，

根本出發點就是錯的。(G2) 

學校就不太可能，學校怎麼可能對外說我變成社會企業，那很奇怪的東西，所以

我們可以找不同路徑，那他也很清楚，也就是說不是所有的樂齡都要轉，有思考

有沒有這個能力，去找到特色，才去轉。(G3) 

鄉公所承辦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業務是落在文化城鄉發展課。97年還是文化城鄉

發展所，是一個二級單位，98年底他(鄉長)發現說這個區塊好像可以發展，就把

農業課跟財政課合併，變成農經課，把文化城鄉發展所拉出來變成一課，變成現

在文化城鄉發展課，業務就是樂齡跟活動這兩個定位。(G6)  

因為是公部門，所以我們以往就沒有以賺錢為目的。(G6) 

所得都捐公益，急難救助基金，救急不救窮，我們一直在強調，我們是專款專用。

(G6) 

社會價值的方面，只要有心樂齡在社會價值一定做得到；經濟價值，真的就是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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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像公部門，我們目前唯一做的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二、 策略 

給這些學員的概念，剛開始是，材料費中心出，然後所做的東西是義賣，到現在

材料由他們出，那再做東西出來義賣。(G6) 

我們每年祖父母節都會辦義賣，有手作課程提供的作品，還有阿公阿嬤的家常菜。

(G6) 

每年都辦，應該是說每年辦那個收益會一直往上加，因為有人看到了這個正面的

消息、正面的報導，或者是說了解之後，他會覺得說這樣的付出是他做得到的。

(G6) 

社區邀請他們去，給一點表演費，他們自己收自己做帳，都有公開公帳，那所有

的學員都沒意見，錢怎麼運用是大家開會決定。(G6) 

為了這個社會企業，去開了一些課程，重點在於說怎麼去發展一些產品，讓他的

成本低效益高，在社企的成果展和義賣會上，我們都有去做嘗試，也都賣得很好。 

今年一些課程，是針對小朋友在做，因為我們要把這些作品，拿去送偏鄉弱勢的

小孩，鼓勵他們讀書，這些作品就不是注重在義賣上面，而是送到比較偏鄉的小

學。(G6) 

懸絲偶的課，就是北藝大的老師下來教的，從做偶到編劇到現在走出去，我們固

定在圖書館第四個禮拜天講故事，就是純粹的想要去解決掉這些新住民或者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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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化的小孩，沒有一個地方聽故事遊手好閒的問題。(G6) 

正面的事，就是資源會越來越多。(G6) 

三、 迴響 

曲笛班就是去安養院表演，表演將近百場了。(G6) 

其他樂齡中心也有不錯的產品，礙於台南巿有 2/3在學校，你叫他去做社會企業

是不可能的事，叫他們做樂齡就不太想做，還要做社會企業。(G7) 

所得都是捐在急難救助的專戶，所以從來沒有經濟的一些糾葛存在。(G6) 

也是會有點困擾，其他的公益團體會想搭我們的列車，像華山、創世等團體會想

來搭，可是我們一直想拒絕，因為我們想要強調的是，這是樂齡者的貢獻。(G6) 

貳、 社團法人社區協會 

    社團法人型態的非營利組織，往社會企業發展的過程中，其採用的型態為合

作社和公司。在組織的經營管理與制度的能力，則需視會員以及理監事成員是否

具有經營管理能力而定，因為社團法人在成立之初，是一群人有共同的想法以及

想解決的社會問題而聚焦，因此在想解決的社會問題的能力充足，但缺乏管理能

力及與巿場競爭的能力。在發展上，對於以合作社型態較易受侷限。而公司型態

則需要將其定位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確立清楚，以免喪失其社會目的。 

一、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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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75歲，最多歲的 98，土庫樂齡的學員是屬於高高齡，主任也是高齡，所以我

們那邊的老人學員也特別多啦！我現在做要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人。(G8) 

在還沒有接樂齡以前，我們 92年就是雲林縣最早開辦的關懷據點，在關懷據點

以前，我們做衛生保健室志工站，衛生保健站也是全國最早的，我們重點都是在

照顧老人。 

關懷據點不能只是關懷，你只是打電話啦，或者說站在一個獨居老人啊，或者是

這樣子的依賴的方式，我覺得不是那麼夠，我就說關懷據點可以變成托老所。(G7) 

發現說社區需要永續經營，一定要走這條路，在社區來講叫社區產業，在樂齡就

是社會企業，其實目的都是一樣，假如沒走這條路的話，沒辦法永續經營，永續

經營一定要有利潤，一定要有利潤，才能夠永遠存在的。(G8) 

二、 策略 

 現在我們整個社區各個村里通通都成立了，各個拓點通通都成立了，而且成立

後我們是原則上是天天樂齡，你天天要開門的。(G8) 

自己以身作則，然後照任務分配，就可以整個把它做成。(G7) 

我們每天都把活動貼上網，團隊今天的活動晚上就馬上 po網了。(G8) 

真正的成立樂齡以後，我就開始真正關注到我們的產業，因為麻豆大家都知道文

旦賣得很好，可是沒有看到他們很淒慘的時候，所以產業這個部分也有它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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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7) 

社區產業，我們產品都有了，也賣了好幾年，比較有利潤的就是蒜頭系列:蒜酒、

醋蒜、蒜餅，還有蒜頭。(G8) 

在樂齡中心開課，開了兩年，是風茹產業經濟效益的課程。以前的風味餐，現在

用成風茹風味餐、風茹茶包、風茹植物染、還有木麻黃、七里香。 

現在已經不再以這種農產品的加工為重心。 

現在我們已經推動樂齡活力館，童玩這類的目前有十種玩法，就是沙包、陀螺、

樂齡球(我們自己發明的)、九宮格、釣魚、夾乒乓球、AB球、擲棒球、套圈圈，

整套的設備和 no how，已經在賣這個了，一整套五萬、十萬這樣在賣啦!(G8) 

這些產品是社區的樂齡長輩自己做的，只有樂齡球的球門和球道是要買的!九宮

格也是請人做比自己做來的便宜。(G8) 

三、 迴響 

年輕人很想回到麻豆來，可是卻不回來，因為老的他們都有自己的撇步，他們都

很會種，他們聽不進去，可是這麼多年以來，我們就看到這些老的開始凋零，沒

力氣了，那年輕人就會進來，青年共創這個部分我覺得非常棒。(G7) 

你今天來做多少東西就平均分配多少錢，那這些產品做好了就你們帶回去。所以

我覺得這種方式也蠻不錯，後來就有產品嘛！這些產品也可以賣啦！其實賣的價



112 

 

位還不錯。(G7) 

3月份柚花香我們就開始在藝術饗宴，文旦節的時候我們做產業開發，所以這幾

年來有累積了一些資產在，也透過樂齡學習，不只是把這個東西做好，不是喔，

這個過程裡面有他的精神在，這是我想要繼續推展，我覺得這才是社區裡面的骨。

(G7) 

遇到的困難就是說，我們大概目前都用社區發展協會的那種 level，我們也有幫社

區 logo註冊，很早就看到這點。 

現在遇到問題，樂齡已被申請專利，因為樂齡網、樂齡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他們已

去申請專利，如果繼續使用樂齡的話，假設他們要求給專利費的話，就像西螺人

不能賣西螺米，西螺米是台南人在賣的，因為台南人去申請專利，所以我在做任

何工作前，我們要把賣的東西都拿去註冊，這就是我們 logo的註冊商標。(G8) 

他有申請他的品牌出來，沒有公司行號，一個工作室。(G7) 

我們沒有一個配套法令的話，我們輕易來做社區產業的話，我們會遇到這種問題，

這樣因為你現階段做的話，就違法了!(G8) 

人家會說，原來你做樂齡就是要搞賺錢的，這樣跟我們原來的初衷就不一樣，你

這樣走的話，社區的非營利事業，這種招牌，主管單位會把你取消，你就永遠沒

有公部門的補助。(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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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社區大學 

    自行創業所形成的組織型態為公司，對創業者而言，萬事起頭難的重要部分

是資金，社會創業家往往對社會問題的關懷與想解決的遠大目標，卻缺乏管理的

能力與資源網絡。往往在組織創設後，因為資源的關係，產生社會目的與經濟目

標間拉址。因此，在其創業過程，如何使投資者或是巿場接受其產品，願意提供

資源或資金，對於社會創業家而言是一個挑戰，也是需要協助之處。 

一、 定位 

社大跟長青園的問題就是同一批人一直在學，長青園更糟糕，九百塊學一年，所

以政府需要花很多錢去補助他們，這是錯誤的，因為這些人都是軍公教退休，一

個月領 8、9萬，為什麼還要補助他們？(G9) 

為什麼不設立一個 NGO或社會企業的碩士學程呢？結合社福系、勞工系、企管

系等。因為這個議題是涉及到這幾個領域，問題是這是跨領域的，目前大學都沒

有整合，而且台灣整合是非常困難的。台灣南部沒有社會企業專門的部門，北部

很多好幾個學校都有，南部沒有，如果能夠很快的提出這個計畫，我相信會獲得

教育部的認可。(G4) 

樂齡學習中心應該解決社會哪個問題？在我看法他很簡單，老人協助老人，還有

老人協助年輕人，就這麼簡單，年輕人有什麼問題老人可以幫忙，因為老人很有

智慧，而且很多人退休他很有智慧，他可以協助年輕人，不管就業或解決很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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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G4) 

二、 策略 

銀髮族飛翔計劃，改造嘉義的小農產銷模式，所以我們那個是從嘉義開始做，其

實我們有三十位老人志工來做這個事情，所以其實是透過老人志工，這老人都是

已經很有經驗的、工作經驗、商場經驗的。樂齡要搞社會企業不能自己悶著頭幹，

你要找策略結盟，就是真正對企業有 run過，有經驗的人，才會給人家信心。(G4) 

小林村因為以前種的是梅子，其實過去銷售不太好，其實是 921有一位受災的先

生，他到日本去學製梅的技術，回來以後就教他們，同時又拿了一筆錢，給他們

建立社會企業，現在這個公司跟老梅的農戶他們做契作，這些農戶都是在社會企

業做事，每人所得四萬到五萬元。(G1) 

1993年台北市政府推動銀髮貴人薪傳計畫，國中國小的課後指導，學校老師都不

太能指導，那我覺得人生呢最重要的是找到貴人，那誰可以變貴人？老人家可以

當貴人，所以我就把他聘來，高齡者服務年輕人，那你說年輕人要付費嗎？年輕

人不用付費，政府有編預算補助交通費，所以就是後來台灣包括全球都在推的就

是青年共創。(G1) 

第二老人協助老人，健康老人協助生病的老人，就老人協助老人，尤其長期照護

更是如此，社福這一塊在這中間有很多協助可以參與，很少的錢可以幫助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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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不一定要進入一管二管三管，這中間的模糊地帶是社會企業可以做的，其

實我是認為這個思維是可以跨領域的。(G4) 

三、 迴響 

未來老人的照顧，不是各別回到家裡的照顧，而是是一個所謂社區的照顧互助的

照顧，那我們現在講共老、共好，這些很多的概念都需要這些已經離開職場，那

我覺得他離開職場不表示對這個社會沒有貢獻，他是用別的方式在投入這個社會，

對這個社會產生一個好的影響，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的感覺樂齡去

轉化成為社會企業是可以期待的。(G3) 

一個縣市政府成立一個樂齡學習協會，像我們現在的社大。要成立一個協會去承

接教育部的方案，那所以就是說，把樂齡中心走向所謂的社會企業，這個是不是

有沒有這個能力或是這個必須還要再加上所謂在地的社區組織，例如很多的樂齡

可能跟社區本來就有互動了，那事實上她是可以回到社區，他跟原來的社區可以

做一個結合，然後她去幫助這個社區發展協會發展他的社會企業，這也是一種可

能。 

我們如果要作社為企業，要請一個專職的人員，他的薪水要從哪裏來，是不是要

這些樂齡族去幫忙，他們幫忙的過程又很開心，所以我覺得是一個互惠。(G9) 

社大是母體，他來支援樂齡中心，但是樂齡中心經營的成效會回饋給社大變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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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社大多是有工作的人，社團只能六日且重在玩，所以社大社團的公共參與指

標，幾乎就是我們樂齡去做的。(G9) 

我覺得以後可以用試點的方式，找到一些比較有潛力的，先把模式建構起來，那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可行的。(G3) 

第四節 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的營運程序 

 

台灣人口高齡化速度飛快，依據內政部2015年統計年報顯示，目前台灣65歲

以上人口佔台灣總人口數的百分之12.51，55歲以上人口更是佔台灣總人口數的百

分之26.37，要為2025年超高齡社會做準備，樂齡學習不僅是讓高齡者身、心、靈

都健康，邁向活躍老化的樂齡人生，還要希望達成學習、改變與增能，活躍老化

的人生；透過學習，達到意識覺醒，知道活躍老化是高齡時期的重要任務；而改

變是指透過學習，開始規劃自己的生涯，並持續學習；最後，所謂增能，是指持

續學習後，創造自己的角色、價值與對社會的貢獻。 

壹、 樂齡人力升級計畫 

讓她們照興趣去參加，最重要的就是她們參加社團之後要去做服務，從這幾年的

成效來看，她們確實是越活越快樂，越快樂對中心的認同感就越高，所以我們就

可以慢慢把她往上調。(G9) 

解決中高齡婦女的空虛，和看不到生命意義跟價值的茫然，找到家庭以外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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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舞台。(G9) 

貳、 落實樂齡政策宣導 

一、 解決關鍵問題 

偏鄉沒有資源的地方，老大人很可憐，都是務農的卻看著田地，年輕的都不

回來，這裡的老大人沒體力可以做，大家不快樂幾乎都有憂鬱症，憂鬱的時

候病痛就多，病痛多就買黑藥丸吃，所以我們那裡洗腎的很多，雲林縣是全

國洗腎最高的。(G8) 

我們就第一解決量血壓的問題，我們去招年輕的媳婦，第一次訓練55個，都

不是政府的經費，我們自己訓練的，花了五萬塊錢就開始做，政府還沒做我

們就開始做了！那時叫做衛生保健站，那是屬於國民健康局，在雲林縣掛牌

第一。(G8) 

發現只這樣每日來量血壓、唱歌、下棋，都還不夠，我覺得老大人觀念要改

變，就開始每個月最少有一場健康講座。(G8) 

當初的第一個動員，是把所有認識的人，親朋好友，有關相關的全是去威脅

利誘來上課，過程當中發現了一個點，在於喪偶者有人因為這樣走出來，然

後走出來之後的轉變，慢慢認同甚至會幫你去跟人家講說這個好在哪裡。 

健康講座不限年齡，所有的人都邀請，所以包括暨南、中正大學、雲科虎科

大的教授，我都邀請來，那因為我學醫藥的背景，認識的人，要出去邀請他

們，他們都會接受。(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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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多場健康講座這裡的長輩都來聽，就漸漸的有這樣的知識，最後我們那

些跑江湖賣藥膏的就沒生意了，我們社區說起來到最後洗腎的現在全部也沒

生意了。(G8) 

二、 省錢就是賺錢 

我們的這些長輩現在有兩百九十萬來算，你一年一億，他們一天來我們樂齡

中心，政府只花0.27毛，他們如果去醫院醫師的診療費就要280塊，剛好差千

倍。他們如果每日來樂齡，每日都來，你才給他兩角七而已，他們每日都去

醫院時，剛好一年我們要付兩千九百億，我們現在健保一年總共是六千億，

就已經去一半，報紙登在老人醫療裡面就已經占了健保的四成費用。(G8) 

所以一定要很急切的來推動樂齡的學習，因為讓老人知道為何要來學習、要

來參與，就沒有那個憂鬱症，老人沒病了，我們的健保費用就減少很多，至

少減少一半，對我們的子女孫也是一種幸福。(G8) 

三、 搭建樂齡平台 

我們希望來轉型這樣的一個模式，如果5、60個樂齡中心串起來那是一個很大

的力量，樂齡中心做互相交流參訪，如果有100個樂齡中心加入，我們就有100

個地方可以旅遊可以參訪，就會是一個市場。(G9) 

經費方面我們一定要去遊說立法委員，我那在台北跑19年，我就是在立法院

遊說這些立法委員，我們總共修改了9個法案，包括醫師法、藥師法、藥物、

藥物食安管理法、藥事法還有全民健保，全民健保包括了我也是極少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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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12個委員其中之一我是代表公會啦！(G8) 

從一個社會價值轉成經濟價值，原來是純社會價值的組織模式，你要轉成含

有經濟價值的組織模式，你要什麼模式你要轉化，第一步做什麼？第一步的

話你怎麼做策略聯盟？因為你這一群人，從剛才、前面提的，包括樂齡的人，

都是被人家互惠招待的人，付出心力甚至要出錢，他怎麼轉化阿？對不對？

所以你要透過你的策略聯盟，裡面有人 Run這個 Business的人加進來，有心

想要、健康的老人，他願意來做這塊、來參與，出錢或出力，他當志工就好，

真正要 Run找懂的人來 Run，這樣 Run這個我是認為實施模式成功機率滿大

的，不要一直在教育界自己要搞。(G4) 

我們也想推展成日照、日托。(G5) 

四、 社會教育行銷 

解決鄉下地方很多孤獨老人的一些心理的需求，還有互相關懷。(意萍) 

我們的標語就是快樂，你來這就是快樂，你要怎麼快樂，人家說老年人你今

天最大的活力在哪裡?在樂齡，那個廣告說保力達，我就改成樂齡，你今天的

活力就在樂齡。(G8) 

我們這邊很清楚確定三個價值，一個就是透過學習防失憶，透過社團來避免

失智，去服務可以避免失能，有在活動就可以解決這三個。(G9) 

到社區比請外傭更便宜，更能深入照顧，兩造能很融洽。請外勞在溝通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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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容易。 

參、 研發文化創意商品 

樂齡劇團是我自己培養，也複製幫其他樂齡中心成立，像新巿白蓮霧劇團...，把

要凋零的人又找回來，跟樂齡還非常契合。這幾年來逐步把文化產業的能量儲備

起來了。(G7) 

藝術創作王紀明老師，他是年紀也蠻大快要 80歲，陶缽畫是具有環保概念且全

台灣只我們有的，現在有 2個人在繼續傳承，開始製作手工書，一定要把他傳承

下來，10幾年來也是合作無間啦！(G7) 

就是激發文化藝術創意，鼓勵觀光產業創新、行銷文化觀光產業，這是我們的目

標。(G7) 

所以明天早上我們有一個集合，差不多六十幾個人的麻豆各個社團的關鍵人物要

聚集在示範中心要討論要怎麼做。(G7) 

麻豆樂齡學習中心的長輩去台灣海峽撿玻璃碎片，既有環保，又在做藝術品，設

計概念的對這些長輩來講是有藝術治療的角度，又把文旦的文化放在創作裡，絕

對是全球唯一，不會有人一樣。我覺得他的社會性有了，也有環保。就說你們這

產品很好，越在地越國際。所以像麻豆樂齡學習中心這個案例是可以轉型社會企

業的。(G1) 

但為何你們樂在地卻沒有國際？辦這個活動的主辦單位是當地的政府單位，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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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他們創作產品都被人家拿去，應該說如果要的話，他們不能被別人平白冠名，

而是應該有自己的主體性，可是主體性不出現也就有值得探討的地方。(G1) 

做樂齡一樣還是要很謹慎，因為退休以後要單純地去做一些服務貢獻的事，我就

不會去想一些營利或者是其他甚麼樣的一個交易。(G7) 

一個企業一定要有一個企業主，你一定要有資金、要有人、要有產品，你現在這

四樣都缺一不可。第一就是主體你要用什麼名，像土庫樂齡中心還是要用社區發

展協會，你要怎麼募這個資金。(G8) 

第二我們沒有資金無法工作，就是因為妳東西賣出去要有錢來給人家，那如果沒

有的話，你做的時候一定是做完人家就要來收錢，收錢但下游的錢還沒收回來，

我們要怎麼週轉。(G8) 

突然一個叫樂齡來辦，轉型做企業，我們覺得很怪，因為你樂齡又不是企業又不

是事業主。(G8) 

叫我們這些經營團隊大家出錢來做，就牽涉到有賺錢沒賺錢，錢要怎麼處理，你

那是公司經營，為什麼我們硬要把樂齡套上去?(G8) 

對社會有意義有利益的，你說可行不可行，什麼事都可以做，都絕對可行，絕對

可行並不包括並不保證你絕對賺錢。(G8) 

我看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最缺的是行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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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幫 2021社企找了高鐵這個通路，董事長把他們執行長、所有重要的執行幹部

找來，給他做了一個藍圖，稱之為「高鐵美麗新世界」，就是高鐵採購社會企業

的產品，然後會先送給第 6節車箱，就是商務餐，一年的營業額會有新台幣兩千

多萬。(G1) 

經管會有要求台灣企業的上櫃公司，超過新台幣兩百億要有 CSR的具體作為，不

是報告書，那太簡單了，所以有南部的兩個超過兩百億的公司，已經跟他簽合約

了，來談要如何真正落實 CSR和社會企業責任。(G1) 

高鐵跟社會企業說，你可不可以三個月研發一個新產品？你看我們一輩子都不變，

還要三個月研發一個新產品？意思就是說，社會企業也是要 follow企業的邏輯，

研發的能力要有。 

要激發一票人願意共同來奮鬥，當你如果你今天理事長或執行長，都沒辦法激發

一票人來奮鬥，這要自己承認自己沒有能力啦，就算了不要搞了，這個就剛剛講

的 social capital，這個非常重要。(G4) 

肆、 開創樂齡服務產業 

以前我們也曾經得過全國送餐的甲等獎。我們有做關懷據點、社區營造中心、社

區風味餐，到後來就變成企業化了，就像現在的社會企業，因為那是由縣政府公

益彩券的部份來供應整個鄉的老人餐食，一天 400個便當一個賺 5塊錢，不限協

會，是擴及整個村莊。(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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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曾文農工食品科主任，又沒有結婚，很願意跟我來做樂齡柚工坊，他拿很多

的退休金，去實驗去做很多產品的開發，其實他也投資蠻多錢在這裡面，傳統釀

造的食品，是有機又不需要添加化學物，我覺得是很強，網路團購還蠻熱門的，

我把課程寫好，很多人就進來了。(G7) 

行政院新政策叫做生物經濟，可以利用溫泉開發產品，變成溫泉養生村，目的是

延緩生命，養生是個人的責任，長輩去溫泉區尋找健康，於是就創造出所謂溫泉

健康諮詢人員，勞動部開創下個階段的新職種。就是說概念要清楚，所以在

Learning Center裏面要有核心。 (G1) 

台灣生態豐富，推鳥類和生態旅遊市場很大，可是台灣沒有這方面的導覽人才，

這種人才基本上有兩種專長，一個是對生態的瞭解的導覽，一個是語言，那我不

知道現在老人家英文可不可以，但可能日文很好，所以日文好，加上生態與人生

的體驗…在生命中延長歲月，在歲月中注入生命。(G1) 

小都市型的樂齡中心，還有大都市的，如果有 50個的合作，我們就可以開發出

一個學習旅遊的平台。(G9) 

樂齡學習的焦點，如果跟未來要發展的社會企業主題能夠契合，根據過去人生歷

練結合，他那個介面就會出現，機會就非常大。(G1) 

第一個牽涉到的就是稅的問題，第二牽涉到就是法的問題，這兩個你沒有解決的

話，就很困難。(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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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的行為，商品可能就是稅收的問題。(G6) 

假如我們現行的法律沒有修正的話，我們可以試辦！但試辦會試辦得很辛苦，試

辦的很辛苦，你賺錢很辛苦，你賠錢會更辛苦。(G8) 

教育部訂這個政策我們都支持，但是唯一就是，你可行不可行，政府假如沒有先

牽涉到利益絕對可行，阿若牽涉到利益絕對不可行。(G8) 

我們都蠢蠢欲動等著相關法案啟動，我們就去弄。(G5) 

有興趣的人你出這些錢是沒有要拿回去的，做社會公益也有這種人，找這種人來

投資，甚至我們我可以公開募股。(G8) 

那是依法有據，你今天都依法無據，要這樣根本做得怪怪，我內心的感覺還是怪

怪，我們不是沒有那個理念，有那個理念就是無效，這是實際不是理念的問題。

(G8) 

沒有法源，那所有的問題還是個問號，那教育部既然有這個政策，我們唯一能做

的就是做到社會價值。(G6) 

如果可以透過樂齡示範中心平台，加上教育部把法律甚麼都講好以後，把這個帶

到樂齡中心來，因為參訪團也很多，樂齡中心也可以幫他們去做展售的一個平台，

他們很樂意很喜歡也很有成就感，所以我們現在己經具備了，可以去做。 

但是必需要有人帶著說怎麼做！(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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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有人來教我們怎麼做？然後要有會計師來協助。(G5) 

整個社會重視知行合一，必須 Run這個社會企業，這真槍實彈，出來就要談利潤

要有 money了，你不能只是嘴巴講講，你要有實務工作的人，才會取得人家的信

賴。(G4) 

我做事比較小心，不喜歡自己去亂亂闖，會破壞樂齡的初衷，就如(G2)說的，為

甚麼在教育部說社會企業我不做！因為關係到錢我就很累就不喜歡，不如不做。

今天(G2)所說，不要忘記樂齡成立的初衷，我就覺得很清楚，我就比較放心。(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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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論 

研究發現樂齡學習中心經營者，有錯以為社會企業是中央政策大餅，為補助

款而來轉型，消費高齡者而不自知，偏離組織宗旨；無力轉型社會企業的樂齡學

習中心，焦慮和擔憂樂齡社會企業實驗計畫是代表樂齡計畫的落日條款，有的想

另起爐灶，有的想就此打退堂鼓，好不容易才燃起的小火種恐將熄滅；還有更多

激進者摩拳擦掌以待，卻苦於法令與配套機制，而在黑暗中摸索。本研究彙整訪

談結果並進行分析，嘗試歸納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主要包含四

大部分：價值主張、資源配置、經營策略、營運程序，以下將分別說明之。 

壹、 價值主張 

    價值主張為社會企業如何回應社會需求，並利用創新方式，依據其社會使命、

創建動機與目的，透過一系列產品或服務提供給目標顧客一種與其他企業具差異

性，而且被顧客滿意接受之價值。本研究認為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最關鍵

的就是價值主張的掌握，而價值主張中又必須包含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 

    教育部設置樂齡學習中心計畫的政策目標，與中正大學總輔導團所定義的願

景與使命，已經具體彰顯兩項社會價值，也就是具有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社會影響指的是通過某種方式達到的對人的行為、態度和信

念的改變。其一即傳遞活躍老化觀點，引發社會大眾對老化議題的重視，且扭轉

了高齡者對自我的認同；其二是帶動終身學習風潮，無論是代間學習與世代教育，

技藝傳承、產業創新等樂齡方案，特別是在高齡者的學習意願與行動上，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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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動中高齡者重啟學習動機。 

透過輔導團「學習、改變、增能」的引導，經過七年的積累，樂齡學習中

心由解決高齡者適應現代社會的調適問題，逐漸將服務功能擴大，亦因著樂齡學

習中心深入全國各鄉鎮市區，緊密地和社區連結，高齡社區的問題漸被挖掘，加

上總輔導團從學習者中心的思維來培訓樂齡經營團隊，導入「生產老化」、「創

意老化」甚至「聰明老化」等理論概念，啟動問題解決策略，無心插柳，發展出

驚人的高齡社區動能。 

    從社會使命的價值主張，擴大為具有經濟價值的社區產業的潛質，高齡者也

因為學習享受社會參與的樂趣而看見晚年獨立自主的重要性，重新走出自己走入

社區，開展生命價值，無論是照顧關懷、陪伴互助、文化傳承或服務貢獻，都具

體展現樂齡學習的社會資本。 

    嚴格說，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從價值主張來看，社會價值絕對達標，

若從國家經費挹助層面檢視，目標對象 65 歲以上健康及亞健康人口占約 249萬

餘人，以教育部 105 年編列 1.71億元高齡教育經費，每人高齡教育經費平均 69

元，是以高齡教育用最少的經費發揮最大效益。 

貳、 資源部屬 

    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的資源配置是指樂齡學習中心如何利用有形、無

形的資產和獨特的組織能力以及投入這些所擁有的資源，來執行其策略，去創造

競爭優勢，並有效傳達社會企業所提供的價值主張。對一個樂齡學習中心來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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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通常不是市場大小或是市場吸引力，而是認知與回應高齡社會需要、樂齡

族需求或市場失靈的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使用創新的方法，有效

的將有限資源做利用，滿足社會價值並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 

    依據教育部補助樂齡學習中心計畫原則，申請單位非常多元。截至目前共計

339所，分別有公部門 44所、學校單位 147所和由民間團體 148所。基本上樂

齡學習中心是教育部的一個計畫，並非法人組織，因此在資源部屬上，會因為承

辦單位而有所差異，所以統一論之將失去其資源特性。本研究從樂齡學習中心承

辦單位的性質區分兩大類型討論，一是公部門，另一個則是民間團體。 

樂齡學習中心計畫屬於補助計畫，從經費內容分析僅有少部分設備費，多數是授

課鐘點費，因此，申辦單位得自行籌措人力資源，由此可知，公部門在空間、設

備、組織與人力資源方面便具有絕對優勢，譬如:承辦樂齡學習中心的學校可運用

自有場館設施設備，還可以申請替代役，承辦老師可以減授課時數等利多。 

    但是公部門的結構與規定缺乏彈性與權變，需要中央、縣市政府和公所的達

成一致共識，得發展出由下而上的影響力，可以打破疆界彈性編組，才能充分地

靈活運用資源，中央的政策讓地方政府有感然後願意自籌資源投入，否則就會落

入一張張無感且無效的公文。特別要注意補助款運用的公平正義， 才不至於淪

落道與民爭利的窘境。 

    民間團體應該是因為其融合了公部門組織的不營利特性與民間組織有彈性、

不拘混於典章制度的特質，不但具有企業的模式，更深具促進公共利益的責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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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相對地，因為資源匱乏，因此資源開發能力強大，舉凡有形的自然資源、

產業資源、組織資源、文化資源，乃至無形資源，特別是中高人力資源更是成果

豐碩。樂齡轉社企計畫補助款連開店成本都不夠，所以精神性超越物質體，民間

團體願意續辦樂齡學習中心，多是呼應了承辦組織的宗旨、使命或是業務項目的

相關，本來就想做或是早就已經在做，多了樂齡經費與輔導資源更是如虎添翼。

惟需要提醒的是不能為經濟價值而貿然轉型社會企業，畢竟在建立信任基礎才有

社會資本，若詆毀社會價值便將一無所有。 

參、 經營策略 

經營策略代表社會企業未來的產品方向與市場定位，應說明其服務投資組

合在該產業中差異化基礎，說明公司競爭的運用方法與競爭者的差異。樂齡學習

中心已經意識到他們擁有很大的自由度（latitude），選擇追求這些機會，但若要

轉型社會企業，樂齡學習中心必須要有一長期發展的策略計畫，因為它可能沒有

足夠的資源與能力得以應付迅速成長的需求。另一方面，因為樂齡學習中心所擁

有的慈善性質，或許較容易因其公益形象而獲得民眾肯定並吸引公眾資源投入，

不過，為了轉型社會企業，其經營模式得說明其服務投資組合，確保資源與能力

能夠有效的運用在社會價值之中，也確保社會企業發展能夠與樂齡學習中心目標、

宗旨同步。 

民間團體擅長勸善、組織、動員、策略聯盟和創新，但在經營管理與制度

化的能力，則需視經營團隊是否具有經營管理專業能力而定，部分民間團體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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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學習中心的營運支出缺乏完善經營策略計畫而遭受財務損失的例子中可以

得到教訓。特別是社團法人類型的民間團體，其在成立之初，是一群人有共同的

想法以及想解決的社會問題而聚焦，因此在想解決的社會問題的能力充足，但缺

乏管理能力及與巿場競爭的能力。 

    未來民間團體所屬的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在發展上，對於以合作社

型態較易受侷限，而公司型態則需要將其定位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確立清楚，以

免喪失其社會目的。本研究認為經營策略初期可採折衷式，將較成熟的產品獨立

出來以附屬社會事業的方式營運，透過具商務經驗的高齡志工當智庫，小規模地

試辦，摸索前進，嘗試財務獨立與發揮經濟價值。用另一種方式在投入這個社會，

對這個社會產生一個好的影響，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樂齡學習中心轉

型社會企業是可以期待的。 

肆、 營運程序 

    社會企業創立的動機與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它是要去解決社會問題或需要

的。因此，社會企業不能輕易轉換產品或市場，情感與心理層面是社會企業主要

的策略弱點，一般企業有較大自由度來改變營運計畫、產品和服務，相對而言，

社會企業在體制的廣度、靈活性、和專業化上皆不若一般企業。 

以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而言，第一就要有主體，不然無法募集資金，

有了創業資金後，面臨盈餘虧絀如何分配，還有稅務問題，於法無據便無法可施。

其在營運程序中最弱的一環是營收機制，乃具體說明一企業營收產生機制，並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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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成本結構和生產計畫的利潤目標，給予價值主張和價值鏈的結構選擇。為實現

利潤目標，經營模式中有關成本與收入結構設計的內容需要包括：定價方式、收

費方式、銷售方式、收入來源比重、各項活動的成本與利潤配置方式等。 

綜合以上，社會企業的成形與驅動主要是為了永續性發展，而永續發展可

以透過創新、先發制人和風險管理等行為得以實現。價格策略以義務教育、以工

助學補助計畫或樂齡自費學習，強調使用者付費，經濟優勢者負擔應有的成本，

弱勢者以學習成果來獲得教育補助卷，施者受者皆得尊嚴；通路策略以產品平台

輸送至樂齡學習中心、高等教育機構和民間企業單位等，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扮演

研發與教育訓練總部，將成熟課程產品與合格樂齡輔導員、講師、規劃師輸送至

偏鄉樂齡學習中心，並成立縣市及跨部門的學習平台，擴散教育密度與廣度；促

銷策略可制定機構辦理日間學期多元生活學程或自主團體學習方案，因應少子女

化，開放校園活化閒置空間，以學習休閒化，休閒教育化概念，鼓吹短期寄宿或

長期就讀，創造體驗活躍老化的學習風潮。 

樂齡學習中心經營七年，績優政策人們有感，正向資源推動著社會創新，風

行草偃因勢利導，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最終就是希望永續經營，不再風

雨飄搖，不再只是年度計畫，不再為等計畫公告而暫停服務與向前邁進的腳步。

儘管社會企業創始乃由創造社會價值所驅動，而不是為了個人和股東的財富

（Zadek & Thake, 1997），但是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最主要之精神還是在

於導入企業資源，如管理技能與知識等，進而使該組織能夠自給自足達到永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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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之目的。誠如樂齡學習中心計畫主持人懇切地呼籲：「如果你有很清楚的社會

使命，這使命夠強去推動你的熱情，就可以去做。要做社會企業一定是跟樂齡、

高齡社會和樂齡學習有關，你才有辦法從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而且一定

要去做研究或小小的推動示範。」 

  



13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結論是樂齡學習中心已經達到「社會創新」層次，意旨樂齡學習中心

創造的是通過學習改變與高齡社會問題有關的利益相關者的態度、認知和行為，

從而激發出真正的，具有長久印跡的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 

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中，最關鍵的就是社會價值與經濟價

值的平衡。以教育部設置樂齡學習中心計畫的政策目標，以及中正大學總輔導團

所定義的願景與使命，已經具體彰顯社會企業的社會價值，不但傳遞活躍老化觀

點，引發社會大眾對老化議題的重視，且扭轉了高齡者對自我的認同，而且是帶

動終身學習風潮，且樂齡學習中心用最少的經費發揮最大效益，亦可說滿足了社

會企業經濟價值的要求。樂齡社會企業若以獲利的經濟價值來衡量，則尚有一段

很長的路待發展，如何從福利定位轉型，具體發展經濟價值，是現階段的挑戰。 

公部門樂齡學習中心類型，鄉鎮區公所要扮演政策宣導與資源整合的角色，

落實拓點滿足樂齡學習需求，強化高齡教育行銷，進而扶植樂齡學習者成立自主

學習服務團體，轉化公益資源，孵化學習社團成立合作社，共享經濟效益。策略

上可嘗試打破疆界，跨域整合，以現有場館設施與人力資源為基礎，成為在地樂

齡學習平臺或可以成為高齡社區公益平台，將課程產出的藝術作品轉化成捐贈品

或義賣品，媒合自主學習服務團體，到偏鄉或弱勢者的所在地免費服務或貢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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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有系統的規劃把高齡人力的學習轉化變成社會公益的資源，甚可導入青銀共

創的概念，成為社會企業的智庫或孵化器。 

民間團體樂齡學習中心類型，不應該為經濟價值而貿然轉型社會企業。若為

了追求永續發展而轉型社會企業，首要確立主體，若是以合作社型態較易受侷限，

成立公司型態，則需要將其財務定位與非營利組織母體的關係確立清楚，以免喪

失其社會公益的本質。其次，需強化關鍵核心價值，評估轉型社會企業的利基是

否穩固，導入企業資源，如管理技能與知識等，建立營收機制以及培養創新與經

營能力，使組織能夠財務自主來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轉型初期可採雙軌式經營策略，自既有課程資源或中高齡人力資源的基礎

上，將較成熟的方案獨立出來，以附屬社會事業的方式營運，透過具商務經驗的

高齡志工當智庫，採小規模試辦實驗方案，落實效益分析以評估可行性，漸次摸

索與開發獲利產品，嘗試財務獨立與發揮經濟價值。 

但是可行並不保證絕對賺錢，目前還待解決的就是稅務問題，於法無據便

無法可施。現行實驗方案若是屬於文化創意商品可以青銀共創的創業方式成立社

會企業，若是樂齡服務產業可發展成為原組織附屬營利事業單位。促使高齡者透

過樂齡學習中心用另一種方式貢獻社會，對這個社會產生一個好的影響，所以如

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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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建議教育部，為配合社會企業政策，推動樂齡學習中心永續發展，基

本上可以分中央、地方與示範點三階層組織來向前推進。教育部扮演上層政策領

導的管理與稽核機制，委託樂齡計畫輔導團擘劃活躍樂齡社會企業的研究發展與

創新育成，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或優質中心扮演在地性實驗計畫基地，落實課程產

品化的實務工作，選定適合的樂齡學習中心成為實驗據點，具體推廣落實已經成

熟的方案，擴大樂齡學習中心的社會價值，更串連樂齡學習中心的資源整合以開

發經濟價值，解決永續發展所面臨財務獨立的關鍵績效指標。 

    樂齡學習中心示範點轉型社會企業所轉化的型態，可以是非營利組織附屬事

業單位、合作社或公司等三種。在啟動資金來源部份，可以透過政府國發會的創

業基金、政府計畫的委託與補助、中介型組織的贊助基金、企業公益創投、借貸

與融資等六方面進行。在經營策略方面則可以透過組織陪伴、組織協力與公私協

力等方式進行。 

    未來研發應注意轉型的育成過程，每一個途徑所發展、衍伸的組織型態都有

其組織育成的重點，不是每個組織都通用一種模式，就可以進行其育成的工作，

因為每個組織都有其獨特性，以及其不同發展背後所衍伷文化與價值。對於不同

樂齡學習中心承辦機構的資源與能量，所適合發展之社會企業，其所面臨的困境

與需協助的資源亦有差異，因此，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實施模式，除了運

用管理相關理論與知能，更需要瞭解其發展的文化脈絡與場域背景，量身訂製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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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出最適切的實施模式。 

   至於，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社會企業的最佳戰略將會是下一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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