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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社會企業的特徵與類型，探討社會企業創業者所具備

之人格特質與價值觀，分析社會企業創業者資訊行為、解決問題的知識脈絡、

以及知識交流中的施與受狀況。研究方法採用質性研究訪談方式，訪談對象來

自於工作整合型、社區發展型、社會合作型、服務產品型等四種類型之 14 位社

會企業創業者。 

研究結果發現社會企業創業者之人格特質與價值觀如下：充滿熱情並保有

理性思考、幫助他人、關懷社會問題、具有樂觀心態；個人本來就想創業、想

回饋社會之內在動機，過去工作曾接觸社福單位、弱勢團體等非營利組織之外

在動機影響其設立社會企業。其次，資訊行為與解決問題的知識脈絡研究結果

如下：資訊資源首重人際資源，政府與網路資源次之，少見學術資源；面對困

難不畏懼，將其視為學習歷程；建立獨有之解決途徑以累積經驗知識。知識交

流中的施與受研究結果如下：學習關係類型多元，領域知識是學習關鍵；知識

網絡交流過程，收穫大於給予。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一、學術界與業界加強

溝通，促使社會企業良好發展；二、政府單位推動相關政策，需積極推廣與協

助輔導。 

 

關鍵詞：社會企業創業者、社會企業、資訊行為、知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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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social 

enterprise, exploring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analysi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information behavior, problem-solving knowledge, 

and the act of giving and receiving in knowledge flow.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ere 

applied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14 interviewees came from four types of social enterprise, 

including work integrati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al cooperation, and service 

product.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are as the followings: enthusiastic and rational thinking, willing 

to help people, caring for social issues, having an optimistic attitude. As for intrinsic 

motivation,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 are willing to establish a business by themselv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As for extrinsic motivation, they have worked for non-

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These social entrepreneurs tried 

to start up social enterprises due to their past working experience. Second, the result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problem solving have shown as follows: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me from interpersonal resources, followed by 

government and network resources, and the least often is scholarly resources. Social 

entrepreneurs are brave enough to face problems and regard conquering difficulties as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refore, they build up their own problem-solving methods to 

accumulate empirical knowledge. Third, the act of the giving and receiving in 

knowledge flow have shown that learning relationship types are diverse and domain 

knowledge is the key to learning. The act of receiving is much more than that of giving 

in the knowledge flow. The research suggestions are as the followings: First,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industry are encouraged to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 Seco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their policies actively and play a good role for counseling. 

 

Keywords：Social Entrepreneurs、Social Enterprise、Information Behavior、

Knowledge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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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個人的力量或許微不足道，但一群人的能量卻擁有無限可能。社會企業這

一新興的企業體制，不同於過往及於營利之企業，他們集結關心社會問題之眾

人，共同為了改善而努力，且具備更多的善良之心。「天賦和選擇不同，聰明是

一種天賦，而善良是一種選擇。天賦得來很容易，畢竟它們與生俱來。而選擇則

頗為不易。如果一不小心，你可能被天賦所誘惑，這可能會損害到你做出的選

擇。」此為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在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典禮中對畢業生的勉勵（吳

怡靜，2014）。當我們選擇了善念，開始思考社會中存在的問題時，也正是我們

利用聰明此一天賦的最佳時機。 

社企流創辦人林以涵在某次採訪也提到：「在職場上，聰明是行不通的，善

良才能走得長久。」（女人迷，2016）。在過去我們可能認為善良才是不可行的，

因為社會是如此的弱肉強食，若不為自身權益努力求生存，受到傷害的可能會是

自己。但是在現今社會上越來越多願意犧牲自己利益，以達到完善他人權益的個

人或組織。如過去常見的非營利組織，到現在的社會企業，這一群人皆是為了改

善社會問題，創造社會福祉所誕生的組織。 

研究者過去的工作職場上曾接觸位於新北市三重區的愛一家親社會企業，余

素華、陳瑞珠兩位創辦人注意到處於工業區中成長的孩童，因為父母工作忙碌，

無更多的時間陪伴孩童，導致許多孩童產生行為偏差的狀況。因此成立耕莘蓮苑

社區學校，開始關注孩童受教育，其經費來源為個人依自己經濟能力自由捐贈，

然這樣的收入較不穩定，為了籌備更多辦學經費，決定成立愛一家親社會企業。

成立後，透過社區成員製作無添加物的各式美食，將所得盈餘全數投入耕莘蓮苑

辦學（17suppor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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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年來，最廣為人知的 TOMS Shoes，其理念在於買一雙鞋就捐一雙鞋給

貧童，即便知名度如此大的社會企業，至今也受部分人士的質疑，認為對於貧童

的捐贈只能是一時，給魚吃不如給釣竿的聲浪不斷產生，創辦人麥考斯基對此表

達：「無論我們在人生中做什麼，一定會有人批評。它會讓我們恐懼、癱瘓，但

是我們聆聽，才能讓它變得更好。」對此，日後捐贈的物品不再侷限於贈鞋，而

是多了生產工具包，內含乾淨的墊子、手套和臍帶的消毒用品（黃家慧，

2015）。 

愛一家親社會企業與 TOMS Shoes 兩者的服務對象相似，但有其差異，最大

的共同處在於兩者皆是注意到社會問題，為了改善其問題，因而成立社會企業，

為的就是增進社會福祉。不同之處則是愛一家親針對的是較小區域的社區型態，

TOMS Shoes 則範圍較廣。不論被多少人質疑過其理念，以及服務對象的小或

廣，這兩間社會企業創辦人對於解決社會問題的理念仍堅定不移。 

格蘭特（2014）曾提及成功取決於我們與他人互動的方式，不同的互動方式

造就我們成為不同的人，如同貝佐斯所說，善良是選擇。成立社會企業是創辦人

的選擇，而社會企業創業者猶如格蘭特（2014）描述的給予者，關心他人且重視

他人利益，喜歡給予勝過於索取，對他人慷慨，樂意用自己的時間經歷、知識技

能、創意和人脈來幫助他人。社會企業創業者選擇善良，並運用聰明此天賦，協

助解決社會問題。 

弗蘭克爾與布隆伯格（2014）認為社會企業其三大元素為理念、資金、人。

明確的方向對於所有企業體皆重要，社會企業更加重要，理念對於社會企業而言

是一種身分認同，其存在是為了服務人群、成為更和善、更溫柔的典範。而資金

則是支援其營運與成長不可缺少的，為了達成目標，必須正面看待財務，但不得

過度執著於此。因為最重要的仍是在於人，善待他人不僅是道德上應做之事，更

是讓社會企業創業者踏出自我，並可持續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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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坊間的書籍到各類型媒體的闡述中，對於社會企業的描述模糊不一，唯一

相同的是對於此組織，抱持著樂見其成之心態，政府對於社會企業的重視更是與

日俱增，2014 年提出社會企業行動方案（行政院，2014），日後更成立社會企業

聚落、輔導成立社會企業等（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2015）。而目前學術界對

於社會企業的研究多為經營模式探討居多，對於社會企業創辦人其資訊行為與知

識交流的相關研究仍屬少數，且在現今仍有多數大眾對於社會企業有諸多不了

解，不論是其組織架構或是與非營利型組織有何差異都模糊不清，甚至也不清楚

創辦人所提出之理念。 

故研究者認為社會企業其形成與經營模式日趨完善之時，不論是對社會企業

應有更多的了解，對於其創業者也必須有更加深入的探討。因為在現今資訊取得

容易情況下，社會企業在眾人的口耳相傳中雖有聽過，卻仍陌生。這一群社會企

業創業者在何種背景因素下，決定創辦該組織，而在創業與經營的過程中他們會

透過何種方式取得所需資訊，以何種方式給與他人協助，知識交流之脈絡等，都

是值得深入了解之事。 

 

  



 

4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為探討社會企業創業者其知識交流，以了解社會企業創業者是受到何種衝

擊，產生創辦該企業之想法。而在經營社會企業期間於不同狀況下，因其需求所

產生的資訊行為，以及遇及他人有所需要幫助時，又以何種方式給予協助，而給

予協助的過程中自身又從中獲得何種知識；亦或是向他人尋求協助過程中，創業

者本身也獲得不同之知識。 

因此本研究將透過社會企業創業者所具備之人格特質與價值觀，深入探討其

資訊行為與知識交流狀況，藉此找尋出社會企業創業者知識脈絡形成狀況。故研

究目的包含：了解何謂社會企業與多元的類型，探討社會企業創業者所具備之人

格特質與價值觀，分析社會企業創業者資訊行為與知識交流。 

而根據研究目的，將研究問題歸納如下： 

1. 社會企業創業者所具備的人格特質為何？ 

2. 社會企業創業者有哪些資訊行為？ 

3. 社會企業創業者解決問題的知識脈絡為何？ 

4. 社會企業創業者在知識交流過程中，施與受的狀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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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以下針對本研究所用詞彙「資訊行為」、「社會企業」、「社會企業創業者」進

行定義，以利後續論述。 

 

一、 資訊行為（Information Behavior） 

資訊行為是個人處於某種情境之下，促使個人對資訊的需求產生，所展開尋

求資訊的行為（Wilson，1997）。本研究著重於個人對資訊產生需求時所進行的資

訊行為，尋找資訊的管道與方式，以及尋求資訊的過程中的干擾因素。 

 

二、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 

社會企業為透過企業經營方式或商業的活動，促進社會的變革、改善，或對

公共財的提供有所貢獻的組織或團體（Young，1998）。本研究所探討之社會企業

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並透過企業經營策略方式，提供產品與服務，同時回

饋社會之個人或組織。 

 

三、 社會企業創業者（Social Entrepreneurs） 

社會企業創業者具有發現社會問題，並創建企業以提出其解決方案之能力，

此類型者人格特質包含突出的創新能力、充滿熱情、卓越的溝通能力、良好的人

際關係、持有關懷之心、具有遠見。而其價值觀在於重視社會議題，對於弱勢者

以及社會問題抱持極大社會使命感，致力於改善其問題。看待事情皆以正向態度

面對，並且勇敢果斷，不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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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本研究主要在於探索社會企業創業者的知識網絡，藉由社會企業相關研究了

解其定義與類型，並探討社會企業創業者具備何種人格特質與價值觀，其人格特

質與價值觀又會對其創業者在資訊行為與知識交流形成的過程中有哪些影響。 

因此，本研究文獻分析將分為第一節社會企業定義；第二節社會企業類型；

第三節社會企業創業者的人格特質與價值觀；第四節資訊行為與知識交流。 

 

第一節 社會企業定義 

十七、十八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認為 Enterprise 指的是發現新方法，並利用更

好的方式促進經濟發展的人，而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來自於十九世紀歐

洲社會慈善的概念（Dees, 1998）。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 1970 年透過十五個會員國提

出新概念，強調從社會經濟著手，促進社會凝聚、公平及個體間的合作來維持

經濟即稱為社會企業（OECD,1999）。穆罕默德‧尤努斯於 1970 年創辦格萊珉

銀行（Grameen Bank），針對窮人進行微型貸款，致力於從社會底層推動經濟與

社會發展，並於 2006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讓更多人認同此做法可幫助窮人脫

離貧苦的生活（王娟嬑、夏侯欣鵬、胡哲生、蔡淑梨，2011），因此越來越多人

開始重視社會企業這個領域。 

談論社會企業一詞時，同時出現的還有社會創業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社會企業創業者（Social Entrepreneurs）這兩個詞彙，Mair 

與 Marti （2006）認為這三個詞彙意義相近，其不同之處在於社會創業精神強

調過程以及行為，社會企業創業者則為組織的創立者，社會企業著重於社會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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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精神所帶來的有形成果。社會企業為透過企業的經營方式或商業的活動，促

進社會的變革、改善，或對公共財的提供有所貢獻的組織或團體（Young, 

1998）。Mair & Marti （2006）認為社會企業是透過創新的方式，促進社會變革

的一種模式，而創新需以創造價值為主要目的。有些學者則認為社會企業是藉

由個人或者組織改變社會，並創造社會價值；另一些學者則強調社會企業是透

過營收來維持該企業的組織功能與創新能力（Tracey & Phillips, 2007）。高義

芳、沈怡臻（2009）指出社會環境的變化是促使社會企業產生的因素，因為組

織的資源匱乏，為了改善這樣的狀況，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創造資源，而其創

造的基礎需具有創新能力與堅定的決心。 

探討社會企業前尚須釐清與其他組織的差異，方能對該組織型態有更清楚的

認知。首先，一般國家由三個部門組成，第一部門為政府，主要為提供社會福

利、社會救濟幫助有需要的人；第二部門則是企業，也就是一般傳統的商業，企

業在賺取利潤的同時，提撥部分資源投注於公益；最後的第三部門為非營利或非

政府部門，其中包含基金會、協會、合作社等不同型態的組織，主要透過捐款維

持組織支出（陳金貴，2002；社企流，2014）。 

然而現今社會的狀況，已不是這三個部門所能滿足的，胡哲生與陳志遠

（2009）認為社會企業是非營利組織的再延伸，而非營利組織的形成則是因為過

去政府的服務不全，導致社會轉而寄望企業能夠彌補政府的不足之處，但企業主

要以營利為目標、以競爭為手段與資源最大使用效率為標準，欠缺社會公益的精

神，忽視弱勢族群的需求，因此，具有特定的社會服務理念並對特定事務或社群

提供公益服務的非營利組織因而產生。但是非營利組織在運作時不僅需要政府的

補助來支撐，有時也要尋求企業的贊助，這樣賴以維生的模式，仍然不符合社會

的需求。非營利組織藉由商業運作模式，形成社會經濟邏輯，進而實踐社會目的

即屬社會企業（張力亞、廖嘉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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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don（2014）表示社會企業是指一個組織在進行創新時採取多種融資的方

式，以及法律形式和多種經營模式的一種新型態。蕭宏金（2014）亦指出非營利

組織仰賴募款和補助的方式，在經濟環境越顯惡劣的情況下，必須自謀生路，為

了增加收入的情況下，紛紛尋求轉型。在藉由組織企業化的方式賺取利潤的同

時，亦可將所得利潤回饋社會及服務眾人，非營利組織想透過企業的方式賺取所

的利潤，但又不同於一般營利企業，因此為了與非營利組織有所區別，故稱為

「社會企業」（高義芳、沈怡臻，2009）。 

社會企業以解決社會問題做為組織的核心理念，與營利事業組以追求利益的

目的有所差異。但即便社會企業的概念已存在多年，然而，檢視過去相關研究，

皆表示其未有明確的共同定義，大家對於社會企業仍有不同的定義，造成社會企

業概念混淆的原因在於，其組成是由企業與非營利兩部門所融合產生的混合組

織，為弱勢者創造就業機會，並兼具創造社會及經濟價值（鄭勝分，2007；王娟

嬑等人，2011）。 

前述相關探討可發現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兩者關係密不可分，界線顯得模

糊，其原因在於部分非營利組織為改善組織現狀，因此開始參照一般企業的經營

方式進行改變，在這樣的過程中難免造成他人誤解，甚至認為非營利組織等同於

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其形成是因為政府所提供的福利機制不甚完善，以及企業

也無法協助政府解決問題之下，所延伸出的組織。非營利組織經費來源依賴政府

補助、自行募款和會費收取所組成，所以在一般的非營利組織中，如果得不到政

府的經費支援，就需透過社會大眾的捐助（陳金貴，2002）。而社會企業則與之

不同，是因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等三個部門無法滿足現下社會所需而產生的

一種組織類型，最大特點則在於資金來源盡可能透過組織所提供之服務、產品所

賺取之盈餘，回饋於組織宗旨中所提之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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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流（2014）一書中也針對傳統企業、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提出其看

法，指出社會企業結合了傳統企業中的自己自足、永續發展的經營方式以及非營

利組織社會影響力極大化目的兩個特點。 

楊君琦、郭欣怡（2011）表示社會企業是藉由商業性的獲利策略來取得組織

經營所需資金，以實現組織的社會、公益或慈善使命。此外，行政院經濟部於

2014 年核定社會企業行動方案（103-105 年），將社會企業其定義分為廣義與狹義

來說明。廣義來說泛指透過商業模式解決特定社會或環境問題的組織，其所得盈

餘主要用於本身再投資，以解決社會或者環境問題，而非出資人或所有者獲取最

大利益。狹義則指組織章程應明定以社會關懷或解決社會問題為首要之目的，每

年會計年度終了，須出示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的財務報表，同時申報及公告其社

會公益報告，組織當年度可分派盈餘應至少有 30%保留用於社會公益目的，不得

分配。社會企業肩負社會與經濟的使命，即便不將利潤視為最大的基礎，在財務

上仍需有一定的自主能力，方能持續其社會公益之目的（鄭雅云、江長唐、楊銘

賢、吳濟聰，2015）。 

綜合多位學者所提出的論點，可發現雖然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每位學者都有

不同看法，但都環繞著社會使命打轉，不同於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透過一般型

企業的經營方式，加以修改其商業模式，以達到為了解決社會問題之目的所產生

的組織。故本研究中將社會企業定義為：「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並透過企業

經營策略方式，提供產品與服務，同時回饋社會之個人或組織，即為社會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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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企業的特徵與類型 

Dees 與 Elias（1998）認為社會企業的具體目標雖有不同，但皆是為了提高

社會福祉。OECD（1999）將社會企業的特徵劃分為三點：（1）為保有自主性的

同時具有企業的樣貌，並發揮服務社會的行為價值。（2）提供就業機會，促進社

區服務的需求，彌補經濟發展所導致的市場排擠或福利供給不足。（3）成員包含

管理者、志工及贊助者，能確保社會企業的非營利性質，並強化政府與服務對象

對社會企業的信任。Young （2001）表示社會企業包含對於社會公益有貢獻的企

業，以及非營利組織透過商業化的方式賺取營收兩種。Allan（2005）提出社會企

業分為三大學派，第一種學派主張其屬於道德企業，第二種學派則強調是為了達

到某種社會目的所產生的組織；第三種學派認為是為了保護社會擁有權。而每種

形式皆強調社會企業以企業的方式為導向，具備社會目標和社會使命。 

林淑馨（2013）指出非營利組織的企業化或事業化，僅能視為社會企業的一

種類型，社會企業的經營主體不一定是非營利組織，也可以是企業，重要的是，

皆需以企業或商業手法來完成其公益或社會性目的。謝孟錡（2013）則認為利用

不同商業模式解決特定社會問題，如提供具社會責任或促進環保的產品及服務、

為弱勢團體或邊緣族群創造就業機會，採購弱勢團體所販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務

等即為社會企業。 

Mair & Marti（2007）表示社會企業的組成需具備三個部分。 （1）能夠辨

識出社會問題。 （2） 擁有解決社會問題的勇氣、毅力和行動力。（3）為社會

問題創造出新的處理模式，幫助弱勢之個人或團體建立出相對平等的方式。胡哲

生、陳志遠（2009）將社會企業的任務劃分為四項，包括廠商處理成本太高的因

素而無力製造之替代措施、支援無力購買的消費者、對基礎結構不利市場交易的

任務、對科技發展不適需求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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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在全球的發展歷程最早可追朔至 1970 年代，在台灣社會企業的概

念應用最早則是出現於 1997 年的喜憨兒烘焙坊，其後陸續出現不同性質的相關

企業，舉凡販售有機食品的里仁公司；訴求公平貿易的生態綠咖啡、地球樹、繭

果子；幫助弱勢的多扶接送、四方報、台灣黑暗對話社會企業、台灣大誌；照護

農民的光原社會企業、愛樂活社會企業、厚生市集；協助就業的原愛工坊等（陳

玟成，2014）。在眾多不同類型的社會企業中，鑒於台灣的社會企業持續成長的

過程中，其資訊不對稱且缺乏連結的狀況下，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社企流於 2012

年正式於網路上線，成為台灣第一個華文社會企業資訊匯流平台（社企流，

2014）。政府方面最早則於 2007 的勞委會（現為勞動部） 提出發展社會企業的

想法，並透過政策引導、運用資源的方式逐步推動建立社會企業的認知、進行相

關研究、辦理研習課程等（2013，施淑惠）。在教育推廣方面則是台灣社會企業

創新創業學會於 2009 年成立，輔仁大學於 2010 年舉辦了第一個社會企業研討

會，隔年台灣大學成立以社會企業為主題的學生社團 Net Impact，直至 2013 年輔

仁大學開辦第一屆社會企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中山大學也於同年成立社會企業

發展研究中心（陳玟成，2014）。 

社會企業如一般企業有許多類型，其不同之處在於，社會企業經營重點是針

對社會底層的關懷、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環境保護、食品安全等（李長晏、劉桂

文，2014）。臺灣對於社會企業並無固定的分類方式，官有桓（2007）依據台灣

的社會企業特性，所分出的五大類型，如以下敘述： 

(一)、 積極型就業促進型 

強調為弱勢者提供職業訓練及工作機會，不僅可達到身體復健功能，還

可使其精神上得到鼓舞，藉此可消除弱勢者與外界的隔離及被排斥感。政府

也常利用此模式來舒緩失業率所產生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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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社區發展型 

著重於協助地方人文、產業發展與社會問題的解決，協助社區居民彼此

更親近之餘，也能夠了解市場運作。透過與居民的合作，共同規劃並執行產

業計劃，以達到改善社區環境為目的。 

(三)、 服務提供與產品銷售型 

分為非營利組織提供付費的服務與販售非營利組織所生產或代售的產品

兩者。前者如崔媽媽基金會提供房屋租賃資訊以及搬家服務、荒野保護協會

推出參加活動者付費的自然觀察旅遊活動等。後者則如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生產販售的壓力衣等。 

(四)、 公益創投的獨立企業 

此類型是指由一家或數家企業組織，甚至是非營利組織，投資設立具有

發展潛力的公司。創投公司不僅出資，還需協助管理，同時監督新公司的發

展。 

(五)、 社會合作社 

以合作社形式所成立社會企業最早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是行之已久的一

種模式。主要強調組織內部的利益關係人透過共同追求集體利益，利益關係

人被鼓勵積極參與組織事務，因而從中獲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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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林怡君（2008）則依據社會企業主要設立目的將其分為四大類型，其

說明如下： 

(一)、 工作整合型 

主要提供工作機會或訓練與弱勢族群，包含身心障礙者、中高齡失業

者、二度就業婦女、原住民、生活扶助戶。 

(二)、 社區發展型 

藉由與地方居民或外來專業人事的協助，進行當地社區產業、文化發

展，進而開發市場行銷管理、提供具有在地特色的工作訓練等。 

(三)、 社會合作型 

強調透過組織共同追求集體利益，鼓勵相關利益人積極參與合作，並從

中獲得利益。 

(四)、 公益創投型 

設立目的在於使某非營利組織有利可圖，其所得盈餘將重新分配他非營

利組織，對社會使命目的的影響屬於間接型。 

對於社會企業之分類，行政院經濟部表示應分為弱勢關懷、在地發展、生態

環保、公平貿易等類型（行政院，2014）。政府為完善社會企業生態，以達到社

會企業資訊揭露機制，因而建置社會企業登錄網站，其網站分類方式則依據服務

劃分為就業促進、公平貿易、環境保護、醫療照護、教育學習、食農創新、社區

發展/文化保存以及其他（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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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社會企業的分類都以特性、服務宗旨或目的做為分類依據，呂朝賢

（2013）依據 Alter（2007）提出之社會企業運作模式，融入台灣現有社會企業概

況，如下列說明： 

(一)、 企業家支援模式 

以銷售商業支援、金融服務方式協助弱勢之個人或團體，受協助者利用

其支援服務生產產品與服務，並於市場中販售。其典型例子為穆罕默德‧尤

努斯創辦之格萊珉銀行所進行的微型貸款。 

(二)、 市場媒介模式 

透過全面收購產品的方式，協助弱勢之個人或團體將產品提高其價值，

並以合理之價格於市場中販售。 

(三)、 就業模式 

針對弱勢者提供就業訓練與機會，為臺灣社會企業中最常見之模式。例

如：以身心障礙者所組成超人清潔隊，協助居家清潔、辦公大樓清掃服務。 

(四)、 服務收費模式、低收入顧客市場 

不同於其他類型，其產品與服務針對弱勢之個人或團體進行提供，通常

會由政府做為第三方支付者，依照失能程度及家庭經濟做為收費依據。例

如：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與政府配合，提供弱勢者居家服務。 

(五)、 合作模式 

服務對象主要為社會企業內部成員，透過對外銷售產品、服務所得利

潤，並回饋組織成員，以達到組織財務能夠自給自主，若仍有盈餘則投入對

成員有益之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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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市場聯繫方式 

類似於仲介業者，做為買方與賣方之間交易的橋梁，從中收取仲介費

用，其收入亦可透過協助賣方放置廣告方式取得。 

(七)、 服務補貼模式 

由販售產品或服務所得之盈餘，輔助社會企業其社會使命，主要常見於

社區營造、文化創意產業。例如：坐落於三峽的「甘樂文創」，不僅透過各

種文藝展演、藝術妝點的方式凝聚社區聚落情感，也投入弱勢學童陪伴、社

會教育、社區營造、環境保育等社會工作（甘樂文創，2016）。 

(八)、 組織支援模式 

透過販售商品或服務所得將盈餘回歸於母企業（不論母企業是否為社會

企業），母企業將盈餘應用於社會方案所需，其商業活動與社會方案為分離

的營運模式。 

由上述學者所提之論點，可發現社會企業的分類仍有其不同觀點，即便如

此，其目的皆是為改變社會現象，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共同宗旨。本研究綜合官有

桓（2007）與林怡君（2008）兩位學者的分類，並融入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2015）網站所劃分之相關社會企業做為分類代表，如表 2-2-1 所示，將其劃分

為工作整合型、社區發展型、服務產品型、社會合作型、公益創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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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社會企業類型 

類型 內容 社會企業案例 c 

工作整合型 a,b 

主要提供工作機會與職業訓練給予

相對弱勢族群。協助弱勢者減少與外

界的隔離及被排斥感，使其精神得到

鼓舞。 

慢飛兒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財團法人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金會 

社區發展型 a,b 

透過當地居民與專業人員協助，進行

地方人文、產業發展，包含解決該社

區其社會問題，如教育學習。 

甘樂文創志業有限公司、愛

一家親社會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市土溝農村文化

營造協會。 

服務產品型 a 

可分為提供付費之服務，以及販售非

營利組織所生產或代售之產品，如公

平貿易、醫療照護等。 

生態綠股份有限公司、繭裹

公平貿易有限公司、多扶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社會合作型 a,b 

強調透過組織共同追求集體利益，鼓

勵相關利益人積極參與合作，從中獲

得利益。 

光原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好食機農食整合有限公

司、壹菜園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創投型 a,b 

設立目的在於投資設立具有發展潛

力的公司，其中包含資金投入、協助

管理、監督等。 

慕哲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若水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社企一起幫股份有限公

司。 

註： 

a：官有桓（2007）。社會企業組織在臺灣地區的發展。中國非營利評論，1，146-

182。 

b：林怡君（2008）。 社會企業在臺灣的發展與限制--以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經濟型

計畫為例。就業安全半年刊，7（1），63-67。 

c：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2015）。社會企業。2016 年 8 月 16 日，取自

http://twnpos.org.tw/team/team.php  

  



 

17 

第三節 社會企業創業者的人格特質與價值觀 

社會企業的形成是因為環境變化下，所產生的一種新型態組織。為因應社會

需求而產生，進而驅使社會企業創業者發現、評估、與利用此機會創立新的組織

（胡哲生、陳致遠，2009）。社會企業在創新創業的過程中會廣泛利用許多相關

社會資源，以完善組織，Perrini 與 Vurro（2006）提出社會企業創業過程，如圖

2-3-1 所示，受到環境與個人因素所影響，因此注意到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現象，且

基於對社會以及經濟有所期望，促使創業的想法誕生，進而以創新的方式，改善

社會問題，達到社會變革之目的。由圖中可了解社會企業創業的最前端影響因

素，由個人與環境兩者因素所引發，而不同的人格特質亦會造就不同的理念與想

法的誕生，故本研究在此節將透過文獻了解社會企業創業者具備何種人格特質以

及價值觀，將其做為下一節次探討社會企業創業者資訊行為與知識交流之基礎。 

圖 2-3-1 社會企業創業過程 

  

資料來源：Perrini, F., & Vurro, C. （2006）. Leveraging social change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In Perrini, F. （Ed.）, The new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What awaits 

social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pp. 26-45）. MA :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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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為生活中面對人事物以及環境下，所展現出一致、穩定、持久的因

應方式，可謂一種特性，不僅可解釋個人的行為，也能突顯與他人的不同之處

（沈怡臻，2009）。林素戎、賀彥中、蕭瑞國（2010）表示個人為了適應環境中

的變化與壓力，所形成的特定思想、舉動等皆會影響到個人的行為展現。 

社會企業創業者如同過往常見的企業家擁有相似的人格特質以及能力，如為

了解決資金、資源的問題，需透過創造新市場的方式獲得突破困境的機會，不同

之處再於企業家具有較佳的風險概念，而社會企業創業者則具有更多的創新能

力，且兩者建立企業的動機也有所不同（Smith & Watts,2014）。 

Shaw（2004）提出社會企業創業者擁有發現社會問題並解決的能力、能以企

業的方式提出相關方案，協商其需求，要求支持其理念，並有效地獲得資源、成

功執行後的議程設定、確保其理念不被利益蒙面的特徵。高義芳、沈怡臻

（2009）認為其特質包含重視社會議題以及關懷弱勢團體等的社會使命感、熱愛

與他人分享其服務弱勢的經驗、跳脫成規的想法，藉此創造出新的產品或服務的

創新精神、具有高度責任感、願意承擔風險、對於目標能持續努力，不輕言放

棄、以正向的態度看待事情、勇敢果斷。社會企業創業者相較於一般企業家更具

有社會使命感，以及熱愛分享的特質（高義芳、沈怡臻，2009）。Martin & Osberg

（2007）表示社會企業創業者主要動機在於利他主義以及慈善事業，而非如同一

般企業其動機為財富。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而言，財富僅僅是為達成某種目的的

一種手段方式（Dees, 1998）。 

Boluk 與 Mottiar （2014）針對社會企業創業者的研究中發現生活方式的追

求更能接進影響社會企業創業者的觸發動機，為了追求某種設想的生活，如想在

農村中生活，因而注意到農村生活的困境等。社會企業創業者為達到永續經營之

目的，需具備掌握機會的想像及認知能力、確保企業由誕生至成長茁壯的驅動

力、擁有整合組織的能力、具備良好人際關係、政治能力、溝通技巧、協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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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技術能力，擅於觀察社會現象所引發的問題（高義芳、沈怡臻，2009）。

Smith et al.（2014）以問卷調查方式，針對英國社會企業、一般企業進行調查，

其研究中發現社會企業創業者相對於一般企業需要擁有更多的自主獨立特質，原

因在於社會企業創業者擁有更多的關懷之心，且考慮他人感受，經常進行協商；

其創新、創造的能力也相較於一般企業需要擁有更多。雖然研究中最後顯示財務

風險上仍是一般企業更需要掌握的，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而言，擁有計算財務風

險是屬於次級需要的特質。雖然 Smith et al.（2014）的研究指出社會企業創業者

對於財務的重視度不如一般企業來的重視，但 Boluk 與 Mottiar （2014）在研究

中發現社會企業創業者其注意的事情雖未集中於財務上，他們卻十分理解財務對

於一個企業的重要性，因為財務能夠確保企業在活動上的運作能夠持續並順利的

進行。 

Christopoulos 與 Vogl （2015）針對社會企業創業者進行研究，認為社會企

業創業者同時擁有多重角色，主要包含管理者、經濟主體中的企業家、政治代

理。典型的企業家易於產品、流程或服務中察覺其在市場中的機會；而社會企業

創業者則是易於因為同情心所帶來的情緒，因此觸發利他行為的產生（Miller, 

Grimes, McMullen & Vogus, 2012）。兩者同樣會於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尋找及提供產

品或服務，然不同之處在於，企業家為了減少風險，往往會與競爭對手以串通的

方式壟斷市場；社會企業創業者較不關注壟斷市場這種方式（Christopoulos & 

Vogl , 2015）。 

林以涵（2014）認為社會企業的成功無法複製，但是可以模仿學習，因此將

普遍有成就的社會企業創業者其特點歸納為 15 項，分別為下列所述： 

1. 相信自己：認同自己所做之事，具有強大的信念，並相信其願景能共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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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滿熱忱：對於想改善的社會議題充滿熱情，是啟發、邀請更多夥伴加入或提

供資源的關鍵。 

3. 把握機會：遇到問題不逃避，而是把握其他人所忽略之機會。 

4. 勇於創新：勇於突破現狀，以更加的解決方案回應社會問題。 

5. 結果導向：透過創新解方，在有限資源下創造能改善社會、可被衡量、具永續

性的務實變革。 

6. 從做中學：從實作中學習面對創業過程中的機會與挑戰。 

7. 自主管理：自我約束以及控制能力高，推動組織不斷發展前進。 

8. 專心致志：面對挑戰不輕言放棄。 

9. 謹慎冒險：了解如何計算風險與報酬，承擔風險，並從中取得平衡，謹慎決

策。 

10. 成為行家：成為自己所關注之社會議題的專家，建立能夠策動改變的能力。 

11. 善於溝通：能清楚向他人表達自己的願景使命，從中啟發他人並得到支持。 

12. 富於機智：能夠判別事情輕重緩急，並擅長調度人力、財務、政治等資源解

決事情。 

13. 領導有方：能夠領導與激勵組織成員，懂得適才適用。 

14. 以終為始：富有遠見，以清楚明確的結果為目標，來決定現下要做的每一件

事。 

15. 擁抱失敗：勇於接受失敗，並從失敗中萃取出能讓組織更進步的資訊。 

  



 

21 

支持社會企業發展的施瓦布基金會（Schwab Found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則表示社會企業創業者應具有下列特徵（Schwab Found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2016）： 

1. 以創新的方式改變社會與環境，造福大眾，協助弱勢人群。 

2. 以創造社會與環境價值為組織目標，並以此為前提強化其財務價值。 

3. 對於社會問題尋找到合適的解決方式。 

4. 如同一般企業家，以創業熱忱與商業技能，建立具有永續發展的組織。 

5. 廣納聽取各方意見，並與他人分享自身方法與技術。 

6. 創業者具有遠見，並著重實效。 

綜合上述學者所提出之論點，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之人格特質與價值觀，本

研究將其歸納為：「社會企業創業者具有發現社會問題，並透過企業方式做為解

決方案之能力，此類型者人格特質包含突出的創新能力、充滿熱情、卓越的溝通

能力、良好的人際關係、持有關懷之心、具有遠見。而其價值觀在於重視社會議

題，對於弱勢者以及社會問題抱持極大社會使命感，致力於改善其問題。看待事

情皆以正向態度面對，並且勇敢果斷，不輕言放棄。對待弱勢者認為應給予更多

照護與幫助、極為願意與他人分享服務弱勢者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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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訊行為與知識交流 

創業者之人格特質相關研究中，陳志遠、張勝立、魏式琦、楊金展（2007）

曾指出創造力之人格特質對於創業機警性1有顯著的影響之外，該研究亦提出先前

知識是主要影響因素，故本節接續上節於社會企業創業者之人格特質與價值觀之

討論，繼續探討其先前知識，以及資訊行為與知識交流。 

先前不同學者由不同觀點與研究面向提出資訊行為相關的理論模型，如

Krikelas（1983）提出的模型中，認為個人所產生的資訊搜尋行為，是將平常已蒐

集或接收過的資訊，在日後有其他資訊的需求時將其做為搜尋的起始點；Ellis

（1989）藉由深度訪談方式，針對不同領域的專家進行研究，發現可將其資訊尋

求行為的策略大致歸納為開始、串連、瀏覽、監視、區分、擷取、查核、結束；

Kuhlthau（1991）表示資訊尋求的過程會隨著個人情感而有所影響，其提出的資

訊搜尋過程會經歷開始、選擇、探索、成形、蒐集、發表六個階段；Savolainen

（1995）以個人日常生活為面向，提出日常生活的資訊尋求模式，其研究針對教

師與工人兩群人作為研究對象，發現個人尋求資訊受到個人生活方式以及社會支

配兩者互相影響；Leckie、Pettigrew 與 Sylvain（1996）藉由探討律師、醫護人員

以及工程師等專業人員在工作中所產生的不同資訊需求與尋求之下，發展出專業

工作者資訊尋求模式等。 

社會企業創業者面臨多變的環境，需廣納不同層次的因素探究其資訊行為，

因此，本研究採納 Wilson（1997）為主要資訊行為之理論模型，如圖 2-4-1 所

示，描述在某一情境中產生資訊需求，尋求資訊的過程不僅會有外部因素所帶來

                                                 

1 Ray 與 Cardozo（1995）認為創業者機警性是：「敏銳地關注環境中的物件、偶發事件與行為模

式的資訊的一種嗜好或傾向，尤其對製造者與使用者的問題、未被滿足的需求與興趣和新的資源

組合特別敏感。」（轉引自陳志遠、張勝力、魏式琦、楊金展，2007，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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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需要透過不同方式進行處理、解決，還可能會因為心理、人口變數、角色

或人際關係、周遭環境、資源特徵形成阻礙因素，其說明如下：  

1. 心理： 

如個人因為價值觀、信仰不同，對於某些資訊可能存有既定刻板印象，在

找尋資訊的過程中會尋求相關知識支持原有想法，反之，與個人想法不同的資

訊，則會刻意跳過或者找到足夠理由改變該資訊。 

2. 人口變數： 

年齡方面，老年人所獲取的資訊遠遠少於年輕人（Connell & Crawford，

1988）。而性別方面，癌症資訊服務研究中指出即便男性在某些病症有較大的

風險存在，女性尋找相關資訊的比例仍多於男性，其原因可能受傳統照顧者角

色所影響。社會階層方面，癌症資訊服務研究中亦發現，即便某些病症較容易

於社會階層較低地方發病，但在找尋相關資訊方面仍是以較高社會階層者較為

頻繁使用（Slevin, Terry, Hallett, Jefferies, Launder, Plant, Wax & McElwain，

1988）。  

3. 角色或人際關係： 

當資訊的來源為人，或者需透過人際互動方能獲取之資訊時，人際關係的

問題就有可能發生，如為了得到某些權利，個人可能利用人際關係壟斷他人獲

取資訊之管道。 

4. 周遭環境： 

時間方面，如患者可能受時間限制影響，以及對於不熟悉之醫學術語之

下，而導致患者與醫生間的資訊交流產生阻礙（Cameron, Corbett, Dun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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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gyi, Maxwell & Burton，1994）2。地理方面，如居住於城市的居民所獲得的

資訊量是隨著年齡上升逐漸減少，而居住於農村者中，不同於城市逐漸減少，

只有略為下降的趨勢（Connell & Crawford，1988）。國家文化方面，若國家間

的文化差距較小，較易於資訊的移轉。 

5. 資源特徵： 

尋求資訊的基本是資訊的可取用性，若資訊缺乏容易獲得的來源會阻礙其

搜尋。再者是資訊的可信度，若尋找到的資訊質量和準確性不佳，檢索者會對

其資訊產生疑慮。最後則為溝通管道，雖不是資源特徵的必要性，但在接收資

訊的過程中是需要被考慮的因素，如藉由人際關係所獲取的資訊是最常見的資

訊獲取管道。  

上述這些阻礙因素皆有可能影響到下一階段，檢索行動中影響因素則包含風

險/報酬理論與自我效能。其自我效能與個人所擁有的技能無關，而是個人對於自

己擁有的能力程度的自我判斷有關（陳啟亮，2012）。在不同的情境中，個人對

於將要執行的行為，判斷所需付出的努力程度以及面對困境的堅持度而產生不同

的決定，即為自我效能的展現（張雅棚，2008）。如同檢索行動中因個人自我經

驗的不同，產生不同的檢索做法，甚至明知何處有所需資訊，卻會對資料取得與

否而產生懷疑的態度。模型最後闡述到資訊尋求行為可分為被動注意、被動檢

索、主動檢索、持續檢索，資訊處理及使用則為資訊行為模式中重要的循環抉

擇。 

                                                 

2 轉引自 Wils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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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Wilson（1997）資訊行為模式 

 

被動注意與被動檢索是尋求或查閱資訊的過程中，偶然間發現其他訊息，轉

而往該訊息探究的現象，此行為又可屬於資訊偶遇（Information Encountering），

在未預期的情境中，意外獲得有興趣或可用的資訊，這種情況不僅會發生於尋找

特定資訊時，亦會於日常的活動中觸發，舉凡瀏覽電子郵件、閱讀報章雜誌、等

候公車時看見的宣傳海報等，無意間發現的資訊可能是跨領域或是跨時空的資訊

（Erdelez, 1995, 1999）。 

另將前一節次中所提及社會企業創業過程（詳見圖 2-3-1）與 Wilson

（1997）資訊行為模型（詳見圖 2-4-1）對照之下有部分相關聯之處。首先是社會

企業創業者因為個人察覺環境變化，或注意到弱勢者的需求無法被解決等原因，

而產生創立社會企業想法試圖改變社會問題，如同資訊行為模式中處於某一情境

中產生資訊需求，皆是受個人或某一情境所影響，進而導致注意到資源的缺少與

資訊尋求之必要性；再者，創業過程中組織成立與運作中會遇及許多事情尚需解

資料來源：Wilson, T. D. （1997）. Information behaviour：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33（4）, 551-572. 

 

圖 2-4-1 Wilson（1997）資訊行為模式資料來源：Wilson, T. D. （1997）. Information 

behaviour：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33

（4）, 55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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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Wilson（1997）資訊行為模式資料來源：Wilson, T. D. （1997）. Information 

behaviour：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33

（4）, 551-572. 

 

圖 2-4-1 Wilson（1997）資訊行為模式資料來源：Wilson, T. D. （1997）. Information 

behaviour：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33

（4）, 55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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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與突破，此點與行動過程、干擾因素都有著相似情況，組織不管是成立之初或

是運作時，亦會受到心理、角色或人際關係、周遭環境等阻礙因素陷入迷惘時

期，這些皆會反應於和他人進行交流時，因為資訊需求的不同，獲取資訊的方式

也會有所不同。最後則是自我效能的部分，蕭宏金（2014）指出在社會企業中，

亦有相似的情形，具有高度創業精神者，其自我效能的展現是對於週遭環境感到

充滿機會，而非充滿風險與危機，創業者更相信能夠憑藉其能力影響並促使目標

達成。 

社會企業創業者為解決社會問題之需求，其資訊行為與一般企業經營者有所

不同。一般型企業為保護組織內部知識，建置相關系統供內部人員進行資訊交換

及知識交流，顧及組織重要資訊被他人不當利用，並不會允許非組織內部成員共

享其資訊，舉凡專利、商標、版權等智慧財產權相關權益，涉及複製可能性之相

關資訊，企業對此都是小心翼翼保護，不輕易將資訊外流。然而社會企業為改善

其經營策略，有時會複製他人成功案例之模式，但並非模仿他人具獨特性知識，

也就是上述所提及之專利、商標、版權等資訊，且社會企業間的知識交流案例也

不在少數，許多社會企業之間都會分享其成功方式以及經驗（Uygur＆Marcoux, 

2013）。 

社會企業創業者在創立與運作的過程，常需與他人不斷溝通，不論是外部成

員或內部成員，都須透過溝通方能解決問題。Haythornthwaite （2006）以問卷及

訪談方式分別針對科學、社會科學、教育等三個學科領域的研究團隊進行研究，

發現不同領域的研究團隊在學習與知識交流的過程中會產生九種學習關係，如下

列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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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領域知識：了解另一個領域的交流，並從另一領域中得到資訊與知識，如：了

解對方文化、語言、資訊分類方式、紀律等。 

2. 過程知識：重點在於如何做或如何看待某一問題、使用的方式技術。 

3. 學習方法：學習使用特定的方式、途徑來完成任務。 

4. 參與研究：共同參與研究項目，可讓人產生相互平等之感覺，如：一起進行資

料收集、分析等。 

5. 科技技術：對於不同需求使用特定的電腦系統，以及如何操作使用、管理電腦

系統，如：應用某一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應用軟體時會有人協助說明。 

6. 創意產生：結合腦力激盪、分享理念、建立共識，如：從了解某一技術中得到

新的研究方向、某人提出不同想法。 

7. 社會化：學術與實務間的溝通行為、如何處理科學與研究贊助金的”政治”因

素、如何與經費贊助者協商等。 

8. 網絡關係：對於相關成員提供可溝通的管道。此種網絡關係分為兩種方式，第

一種方式可藉著在不同研究團隊間交換博士後研究生，達到知識交流的目的，

第二種方式則是較具規模的研究組織，轉移專業知識給其他研究單位。 

9. 管理行政：與研究計畫相關的行政業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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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thornthwaite （2006）之學習關係分佈的研究結果（詳見表 2-4-2）中顯

示不論是學習他人或是教導他人中，三個學科領域較頻繁的學習關係皆不同。科

學研究團隊中，學習與教導他人之關係均以「學習方法」類型居多；社會研究團

隊是三種學科中雙向聯繫次數最頻繁的，學習與教導他人之關係均以「領域知

識」類型次數最多；教育研究團隊於學習他人關係中，超過一半比例為「過程知

識」類型，而教導他人關係則以「領域知識」類型居多。 

 

表 2-4-1 各種類型之雙向關係次數與比例 

 
 

領域 

知識 

過程 

知識 

學習 

方法 

參與 

研究 

科技 

技術 

創意 

產生 
社會化 

網絡 

關係 

管理 

行政 

雙向聯繫

總數 

學

習

他

人 

科學 25 (32) 9(11) 38 (47) 32 (40) 3 (4) 7 (9) 9 (11) 7 (9) 3 (4) 81 (100) 

社會 

科學 
65 (55) 47 (40) 28 (24) 14 (12) 11 (9) 6 (5) 10 (8) 0 (0) 4 (4) 118 (100) 

教育 23 (33) 36(51) 6 (9) 4 (6) 14 (20) 11 (16) 8 (11) 4 (6) 2 (3) 70 (100) 

教

導

他

人 

科學 26 (32) 8(10) 31 (38) 27 (33) 1 (1) 9 (11) 4 (5) 7 (9) 2 (2) 81 (100) 

社會 

科學 
51 (43) 26 (22) 23 (19) 20 (17) 4 (3) 13 (11) 7 (6) 1 (1) 0 (0) 118 (100) 

教育 22 (31) 15 (22) 2 (3) 1 (1) 14 (20) 6 (9) 0 (0) 0 (0) 0 (0) 70 (100) 

註：括弧中數字為該次數佔雙向聯繫總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Haythornthwaite, C. （2006）. Learning and knowledge networks i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7（8）, 1079-

1092. 

 

資料來源：Haythornthwaite, C. （2006）. Learning and knowledge networks i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7（8）, 1079-

1092. 

 

資料來源：Haythornthwaite, C. （2006）. Learning and knowledge networks i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7（8）, 1079-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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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關係研究結果中（詳見表 2-4-2），Haythornthwaite （2006）研究結果

顯示三種學科領域研究團隊之單向與雙向的聯繫關係比例於核心網絡皆高於外部

網絡。然而，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團隊之外部與核心網絡比例相差較小，教育研

究團隊其外部網絡的單雙向聯繫遠低於內部網絡聯繫比例，可發現教育研究團隊

主要的聯繫關係是以核心網絡為主。 

表 2-4-2 核心、外部網絡與全體知識網絡（學習他人）的單雙向聯繫 

網絡 學科 
網絡成員數 

(佔全體成員比例) 

雙向聯繫數 

(佔全體知識 

網絡比例) 

平均每成員雙

向聯繫數 

單向聯繫數 

(佔全體知識 

網絡比例) 

核心

網絡 

科學 16(31) 45 (56) 3.75 79 (59) 

社會

科學 
22(31) 68 (58) 4.25 112 (60) 

教育 16(55) 57 (81) 4.38 89 (82) 

外部

網絡 

科學 36 (69) 36 (44) 3.00 55 (41) 

社會

科學 
50 (69) 50 (42) 3.13 74 (40) 

教育 13 (45) 13 (19) 1.00 19 (18) 

全體 

科學 52 (100) 81 (100) 6.75 134 (100) 

社會

科學 
72 (100) 118 (100) 7.38 186(100) 

教育 29 (100) 70 (100) 5.38 108(100) 

註：至少被兩位受訪者提及之關系列為核心網絡，僅一位受訪者提及之關係則列

為外部網絡。 

  

資料來源：Haythornthwaite, C. （2006）. Learning and knowledge networks i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7（8）, 1079-1092. 

 

圖 3-4-1 研究流程圖資料來源：Haythornthwaite, C. （2006）. Learning and 

knowledge networks i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7（8）, 1079-1092. 

 

圖 3-4-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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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幾點中可以發現不論是哪類型領域的團隊中，成員之間的知識交流的

類型與知識皆是至關重要的因素，Haythornthwaite （2006）在研究結果顯示參與

共同研究的成員，彼此間會互相學習，且透過彼此間的交流可提高對於該領域的

理解程度。 

知識交流經常發生於不同領域之中，劉姿君（2010）探索社會工作者之知識

流動與分享，以問卷以及訪談做為研究方法，研究中發現個人對於專業知識通常

是以自己既有的人際網絡為優先，例如同學、目前單位的同事；若是工作上遇到

問題則傾向較為熟識的同學、同事，彼此互為對方的知識來源者與接收者。對於

工作上所服務的對象，則屬單向知識流動，傳達社會福利相關知識給予服務對

象，使其理解自身問題而有所改變，較傾向為知識提供者的角色。以組織知識層

面而言，社會福利機構組織的知識流動則分為知識流動的來源對象與通路兩種，

來源對象則可區分為內部與外部。內部多透過內部會議，外部則是與該組織有關

單位，如學校單位，社工系學生實習所撰寫之實習報告心得即可促使知識流動形

成。 

Wilkinson、Gallagher 與 Smith （2012）以大學社會科學中的學者與六位當

地社會工作部門中的六位人員作為研究對象，透過專案的方式從中觀察兩者知識

交流狀況，並期望該研究能夠促進學者與業者間更多的互動交流，為兩群體皆帶

來好處。由研究對象的兩方共同決定其合作專案的主題，該專案內容包含製作研

究簡報以及兩篇相關文獻探討；進行三場知識分享研討會，以利兩方溝通順利，

參與者每場約有 30 名，包含志工、團隊領導者、經理、學生、開發人員；由社

會工作部門的人員主導研究專案，並與學術研究人員定期的進行面對面會議、電

子郵件、電話等溝通。除此之外，實務工作者也製作良好實務指南，指南中包含

相關研究文獻省思、參與相關研討會所獲得想法與知識兩大部分，促使雙方知識

能夠交流。研究中兩方的知識交流中最重要的是關係，若雙方無進行任何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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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其關係網絡難以建立，甚至會成為雙方合作的障礙。研究者藉由研究對象

的回饋中，整理出能夠提升良好關係的方式如下： 

1. 雙方合作關係的建立應由最基本資訊出發，如詢問合作合適的日期、時

間、地點、方式等。 

2. 合作進行期間雙方應進行討論，讓彼此有被尊重之感。 

3. 高品質的活動，藉由實物亦能增加關係的好感，如活動進行的場地與餐飲

的安排等。 

知識交流不同於實體物品的交換，而是一種交流過程，與他人學習和分享知

識時，需自行重新整理吸收所得知識（梁永昌，2004）。因此若要促使知識交流

的進行，不論是學習者或是分享者，雙方都需具有與他人進行交流分享知識的意

願。Hendriks（1997）即認為知識分享涉及兩方，一方擁有知識，另一方欲獲得

知識。而擁有知識者必須願意透過演講、著作或其他方式將所擁有的知識分享給

他人；欲獲得知識者則必須能夠藉由模仿、傾聽或閱讀等方式接收、理解這些知

識。 

上述所提資訊行為與知識交流之相關文獻，相較於社會企業領域而言，

Austin、Stevenson、Wei‐Skillern （2006）認為社會企業相較於一般企業所面臨的

挑戰更多，其中包括專業人才條件限制、資金募集管道、財務工具不足以及為了

顧及社會目的而犧牲提高利潤的策略方法。謝孟琦（2014）表示社會企業在落實

社會使命的同時，其組織應掌握來源與需求、了解商品競爭力、擁有品質保證、

強化社群連結。Tandon（2014）研究社會企業組織內部學習狀況，發現學習的架

構包含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結構，如社區、團體、相關單位部門，以及與組織有

利益相關者。而社會企業除了組織內部的正式員工外，其餘的參與者、組織利益

相關者其知識都屬於隱性知識居多，若要成為一個成功的社會企業就必須能夠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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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這些隱性知識中隱含的知識與利益，因此其中的知識仲介人員具極高的重要

性，需要協助內外部兩方的人員進行溝通。研究呈現社會企業須透過跨領域學習

的方式，方能促進組織內部學習、創新力、以及提升組織效益，其關鍵為人員的

配合，才能促使社會企業的進步。 

其知識可分為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與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前者是指較複雜，無法用文字描述的經驗式知識，深藏於個人心

中，不容易文件化與標準化的獨特性知識，此種知識難以形式化，屬於必須經由

人際互動才能產生共識的知識，如技術與技巧、經驗、專業知識等。而顯性知識

則是指可以文件化、標準化、系統化，能夠以文字或數字表達的知識，如理論、

標準、程序、相關規範手冊與政策等（Nonaka & Takeuchi , 1995；劉常勇，

1999）。 

葉乃靜（2011）針對日常生活中的資訊人進行研究，指出每個人都生活在自

己所屬的小世界中，人們在生活中仰賴於共同的信念、價值觀和關於自己的世界

和其他人的集體認知，小世界中的成員具有共同心智。Chatman 分別於 1983 年研

究單親媽媽、1991 年研究大學校園中女性清潔工、1992 研究退休婦女、1999 年

研究女受刑人、2000 年研究食土婦女3之資訊行為，這些研究對象皆生活於小世

界中，相關成員具有相同的認知想法以及守密傾向。因為很少與生活圈外的其他

人互動，並從中獲得資訊，因此較不信任他人，會認為與他人分享資訊有很大的

風險，擔心資訊交流後會對自己不利，所以對於小世界中的成員而言，信任無疑

是其最大的交流基礎（葉乃靜，2011）。此觀念亦與社會企業有相似之處，因為

                                                 

3Chatman（2000）針對美國東部一群非裔婦女，且仍有食土習慣者做為研究對象，對他們而言食

土對健康有益，即便醫學界對此行為提出勸阻，這些婦女仍會躲起來吃，在當地這樣的風俗仍然

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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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即為一群擁有相同共識者聚集而形成之小世界，且對於相關成員間也是

以信任為基礎進行交流。 

Seanor 與 Meaton （2008）認為社會企業所提及之信任，不僅適用於內部成

員，與組織的服務對象極為重要。社會福利爭取者對於政府已失去信心，因為提

升專業、市場營銷、公關這幾項事務，他們認為與利他是衝突的，因此比起政府

單位，更加信任非政府單位的組織，其中包含社會企業，因為對社會企業的信

念、價值觀有同樣的共識（Fenton, Passey & Hems, 1999）。信任不僅為社會企業

帶來良好的資訊分享認知，也從中產生互惠關係，對於活動、方案、計畫的進行

更易於溝通協調（Seanor & Meaton , 2008）。Christopoulos 與 Vogl （2015）指出

信任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許多受訪者在訪談的過程中表示雖然對於政府有些反

彈，但為讓企業有效運作，仍需要與相關政府單位內部人員建立友好關係以及信

任感。 

信任對於社會企業而言無疑是非常重要的關係建立基礎，關係網絡的維繫中

重要的因素是建立於社會企業創業者所散發的個人特質及其理念，因此情感性的

關係網絡在維繫上占很大的比重，社會企業所產生的公益形象往往是廠商願意配

合的誘因，對於廠商而言產品或服務的品質雖然也是考量的重要原因，但對於合

作關係人，則希望能藉由互助的關係得到想要的資源（高義芳、沈怡臻，

2009）。 

楊銘賢等人（2009）表示雖然經濟回報不是社會企業的基本目的，但仍須透

過相關聯繫網絡，找尋資金、董事會成員、管理者、員工等資源，而擅於動員和

調動人力、資源、政治等能力的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同樣也需要投入人力和財

務，因此創業者需審慎考慮到管理者、員工、供應商和其他相關組織。Austin、

Stevenson 與 Wei‐Skillern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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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其他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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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了需要妥善做好關係管理外，應發展一個更加完善的聯繫網絡，以及增強

對外溝通能力。 

綜而言之，藉由上述學者所提及之概念，社會企業創業者彼此間交流的基礎

為信任，若無此要素恐怕無法促使雙方之溝通。而社會企業不論是內部或外部皆

有頻繁的交流動作出現，目前國內亦有針對社會企業所舉辦之交流活動，如 2015

年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與 NPOst 公益交流站、社企流合作，共同舉辦社會企業

知識交流活動（ NPOst 編輯室，2015）以及 2016 年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與

NPOst 公益交流站、亞太 B 型企業協會、台灣好室有限公司合作，共同舉辦社企

主題交流活動（ NPOst 編輯室，2016），這兩大場活動以分享交流為初衷，邀請

社會企業相關人與大眾分享交流其心路歷程。由此可見，社會企業近幾年積極創

造其交流機會之意圖。 

知識交流是一種溝通的過程，向他人學習知識後，必須自行吸收轉化為自己

的知識。本研究著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因其需求所產生之資訊行為與知識交流，

透過其在分享與交流知識過程中，探索其特有之知識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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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社會企業創業者為研究對象，探索其人格特質與價值觀，以及在創

建與營運社會企業過程中，其資訊行為與知識交流形成之脈絡。為達成前述研究

目的，研究設計與實施依如下結構分別說明其內容：第一節研究方法與工具；第

二節研究取樣；第三節信度與效度；第四節研究流程；第五節資料處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工具 

為了解社會企業創業者所具備的人格特質與價值觀，並探討對其資訊行為與

知識交流的狀況，若以量化研究方式進行，可能較無法深入了解其個別的情緒脈

絡。質性研究著重於描述特定文化中的具體生活經驗，透過研究者的角度觀察研

究對象的內在觀點、感受、生活與經驗，關注其所賦予之人、事及環境的意義，

人與人、人與環境的社會行動意義（葉乃靜，2012）。故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訪

談方式探索社會企業創業者之知識網絡。 

一、 深度訪談法 

訪談者必須透過語言溝通方式與受訪者交談，並從中獲取重要資訊，如同對

話般，在提問與回答的過程中，訪談者收集所需資訊，亦可視為一種工具，經由

適當的控制與安排進行資訊的收集，便能探詢受訪者想法（萬文隆，2004）。 

深度訪談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個案主觀經驗，訪談者藉由言語的交換，讓受訪

者提供其對某項事物的意見與想法（范麗娟，1994）。透過該方法可讓受訪者表

達更多自身之感受，其經驗的分享亦可讓本研究於資料收集方面更加豐富與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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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工具 

透過相關文獻分析與探討的過程中，由學者所提出之論述中，研擬出合適之

訪談大綱概念，以 Haythornthwaite （2006）研究為問題發展核心，並結合多位

學者其研究結果與發現作為問題發想方向。訪談大綱（詳見附錄一）共分為三大

部分，如表 3-1-1 所示，分別為針對社會企業創業者之人格特質問項；探討社會

企業創業者其資訊行為問項；社會企業創業者於知識交流的過程中施與受狀況相

關問項。另本研究於正式訪談前，試訪二位現職社會企業經營者，針對訪談大綱

之部分題意不清楚處，修正訪談大綱部分問題語句，如下表所述。 

 

表 3-1-1 訪談大綱 

研究問題 修正前訪談大綱 修正後訪談大綱 問題發想來源文獻 

社會企業創業

者人格特質 

請問您會如何形容自己

的個性？ 

請問您覺得需具有哪些

特徵或個性？自己擁有

哪些呢？ 
沈怡臻（2009）、 

林以涵（2014）、 

Schwab Found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2016） 

請問您個人的優缺點？ 

請問您覺得他們具有哪

些優缺點？與自己有何

不同？ 

請問您處理事情的態度

為何？ 

請問您面對困難時的處

理態度為何？ 

社會企業創業

者資訊行為 

請問創立社會企業前您

曾有過哪些工作經驗？ 
未修改 

沈怡臻（2009）、

Christopoulos & 

Vogl（2015） 

請問您最初設立社會企

業的背景為何？ 

請問過去的工作經驗中

有促使您設立的原因

嗎？或是有其他原因？ 

Boluk & Mottia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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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剛創立社會企業時，

查找過哪些資訊資源？ 

請問剛創立社會企業時，

查找過或蒐集過哪些資

訊資源(資料）？ 

Wilson（1997） 

請問營運過程中，查找過

哪些資訊資源？ 

請問在目前的營運過程

中，查找過哪些資訊資源

（資料）？ 

請問會持續關注哪些資

訊？ 

請問這些資訊的來源？ 

社會企業創業

者在知識交流

過程中施與受

狀況 

請問您在哪些情況下，需

尋求協助？ 
請問您在遇到哪些困難

（資金、人力等），需尋

求他人幫助？ 

Perrini & Vurro

（2006）、 

Haythornthwaite 

（2006） 

請問您尋求他人協助時

的經驗為何？ 

請問您從中學習到哪些

事物？  
未修改 

請問您在尋求幫助的過

程中遭遇過哪些困難？ 
未修改 

請問您如何解決遇到的

問題？ 

請問您最後如何解決遇

到的問題？ 

請問您上次幫助別人時

的情況為何？ 
未修改 

請問您幫助他人的過程

中，從中學習到哪些事

物？ 

未修改 

請問您在幫助對方的過

程中遭遇過哪些困難？ 
未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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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取樣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設定為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並透過企業經營策略方

式，提供產品與服務，同時回饋社會之個人或組織之「社會企業創業者」，且現

職為社會企業經營與決策管理人員。為求研究豐富度，亦針對不同之社會企業類

型選擇受訪者，其社會企業類型包含工作整合型、社區發展型、服務產品型、社

會合作型、公益創投型。 

研究最初為符合其需求與便利性，先由研究者所認識之符合條件受訪者中，

選擇資訊豐富之個案進行深度訪談研究。再透過滾雪球方式請受訪者推薦後續可

能之受訪者，直至所得資料達到本研究所需之豐富度為止。 

 

第三節 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為提高可信度及有效度，透過下列方式達到目的： 

一、信度： 

研究者詳細說明每位受訪者受訪之地點、時間，並事先徵求受訪者同意（詳

見附錄二），於受訪過程中利用錄音筆進行錄音，仔細聆聽並確實將其轉錄為逐

字稿，同時藉由筆記記錄方式，清楚呈現訪談過程。研究者亦於逐字稿完成時，

將其稿件內容寄予受訪者，請受訪者確認其無誤，方始進行後續資料分析。 

二、效度：  

為提高本研究之效度，研究者於正式訪談前進行前測，邀請社會企業現職經

營者共同檢視訪談大綱內容之合適性，並根據所提供之意見修正訪談大綱內容，

以利後續正式訪談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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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其研究流程如圖 3-4-1 所示，共分為個步驟。步驟一為擬定研究主題

與方向。步驟二則為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並進行探討與分析。步驟三，確立研

究目的並擬定研究問題。步驟四透過研究目的與問題，選擇合適之研究方法與實

施方式，最終確定以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方式進行研究。步驟五為利於後續研究，

針對二位現職社會企業經營者進行前測。步驟六，透過前測所獲取之資料，重新

修訂訪談大綱（詳見表 3-3-1）。並於步驟五、六反覆訪問且修正後進行步驟七，

正式訪談合適之受訪者。步驟八將訪談所得資訊進行轉錄動作，並進行資料分

析。步驟九則將所得結果撰寫研究結論並提出建議。 

圖 3-4-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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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依不同類型之社會企業創業者為對象，最終共訪談十四位受訪者，其

中工作整合型共三名；社區發展型共三名；服務產品型共兩名；社會合作型共六

名。受訪者基本資料及紀錄，如表 3-5-1 所示。 

表 3-5-1 受訪者基本資料及紀錄 

編號 性別 社會企業類型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轉錄行數 

A 男 工作整合型 2017.02.13 15：00-15：40 受訪者公司 179 

B 男 社區發展型 2017.02.15 14：00-14：40 受訪者公司 304 

C 女 工作整合型 2017.02.21 14：00-14：20 速食餐廳 145 

D 男 社會合作型 2017.03.07 10：00-10：30 受訪者公司 175 

E-1 男 
服務產品型 2017.04.12 14：00-14：40 受訪者公司 280 

E-2 女 

F 男 社會合作型 2017.04.18 14：00-14：50 受訪者公司 411 

G 男 服務產品型 2017.05.03 10：00-10：40 受訪者公司 241 

H 男 工作整合型 2017.05.03 14：40-15：00 受訪者公司 88 

I 男 社會合作型 2017.05.03 18：00-18：25 受訪者公司 141 

J 男 社會合作型 2017.05.04 12：20-12：40 咖啡店 130 

K 男 社會合作型 2017.05.05 14：00-14：30 咖啡店 185 

L 男 社區發展型 2017.05.09 11：00-11：30 咖啡店 196 

M 男 社區發展型 2017.05.09 14：00-14：30 咖啡店 155 

N 男 社會合作型 2017.05.19 
12：20-12：50 

咖啡店 509 
13：20-14：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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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訪談前，研究者以電子郵件或電話方式聯繫邀請受訪者，得到對方同意

後則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訪談大鋼，並與受訪者約定正式訪談時間與地點。訪談

全程中以錄音筆及筆記記錄，並隨談話內容調整題項順序，使訪談能以流暢的方

式交流。訪談過後將其訪談內容轉錄為逐字稿，且寄回受訪者，由受訪者協助確

認內容無誤，最後才進行資料分析。 

訪談結果分析分為四大面向，分別為社會企業創業者人格特質與價值觀、資

訊行為、面對困難之挑戰、知識交流施與受，本研究藉由不斷反覆閱讀轉錄稿的

過程，從中將其概念慢慢堆積成形，歸類出其編碼（詳見附錄三）。為保護受訪

者其個人資訊，在文中顯示逐字稿內容時，若遇有受訪者之明顯特徵表述，會以

OOO 符號代替表示，如人名、公司名稱等。另以[ ]符號補充說明受訪者所述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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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訪談方式，與社會企業創業者交流後，根據所蒐集到的文本做為

分析依據，共訪談十四位社會企業創業者。本章將針對以下說明：第一節社會企

業創業者所具備之人格特質與價值觀；第二節社會企業創業者資訊行為；第三節

社會企業創業者面對困難之挑戰。第四節社會企業創業者於知識交流之施與受。 

 

第一節 社會企業創業者所具備之人格特質與價值觀 

同樣是創業，但是社會企業創業者不單以賺取利益為目的，更多的是以解決

社會問題而努力，Perrini 與 Vurro（2006）提出社會企業創業過程示意圖中，最

初的影響因素，除去環境影響，另一影響因素即為個人因素。因此藉由受訪者的

回答中，整理後將其具備之人格特質分成「抱持熱情」、「具有理想性」、「堅

持」、「對現狀不滿、有特殊的關懷」、「面對困難之心境抱持樂觀」、「願意幫助他

人」、「願與他人溝通」、「與他人合作」、「不勉強他人」、「兼具生意人特質」等做

說明。 

 

一、抱持熱情 

當一個人對某件事物充滿熱情，即使會遇到不如意的時候，但是這樣的情

感，往往會為自身帶來很大的鼓勵，受挫時也能夠堅持，繼續努力。受訪者 E、

J、M 皆表示社會企業創業者其個性特質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熱情，因為抱持

正向的心情，才得以面對這條艱鉅的路程，不論是對某領域、事物，首要都是具

有熱情。擁有此特質者包含社區發展、服務產品、社會合作三種類型之受訪者，

多數者皆認為抱持熱情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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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吧！因為這一條路不容易走。我覺得大部分都是擁有了熱情吧！

還有使命感。」（E1：10） 

「當然我覺得創業當然是要有一個熱情，就是要樂觀啦！」（J：10） 

「我覺得既然是創業者，第一個一定要有創業的熱情，我覺得這個是最

基本的。」（M：3） 

 

二、具有理想性 

社會企業創業者抱持著解決社會問題的理念，雖然不能只倚靠心中的想法，

就能將問題改善，但他們願意藉此去嘗試、去改變。受訪者 B、L 表示社會企業

創業者對於這些存在的問題，具有極大的理想，除去本身對該領域有興趣之外，

還願意去做新的改變，成就更好的社會環境。受訪者 D 除了提到需要理想之外，

更強調人是社會企業中最重要的一環，因為理想是出自於人的動機，如果將理想

抽離，就會變得跟一般企業一樣。擁有此特質者包含工作整合、社區發展、社會

合作三種類型之受訪者，多數者皆表示對此特質的重視程度。 

「對於事情上喜歡新的，能夠實踐出自己的，應該算理想或想法。」

（B：107-108） 

「可是社會企業，是你可以沒有錢，但是不能沒有理想性，你沒有理想

性大家就散掉了，大家就會覺得我要出來幹嘛？你們理想性就是出於人

的動機，所以人是在這裡面最重要的。」（D：171-173） 

「我覺得社會創業者，以我認識這個領域的人，跟我現在目前在做的感

覺，我覺得說現在大部分這些人會具有一個很大的，就是會有一點比較

有理想，就是會有一個想要做夢的這種想法，那他願意去嘗試一些新的

事物。」（L：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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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訪者 A、K 則表示到，雖然內心有理想和熱情，但是這對企業而言是不

足的，仍然要針對企業本質去做了解與釐清，並且要建構出商業模式，才不會只

是空有理想，甚至到最後無法妥善經營。此點呼應 Boluk 與 Mottiar （2014）的

研究，社會企業創業者注意的事情雖未集中於財務上，他們卻十分理解財務對於

一個企業的重要性。雖然充滿了理想性，但是社會企業創業者清楚明白，社會企

業仍是一個企業體，不能只有感性，還要有更多的理性思考。 

「社企可能大家會想像說，或許社企可能有一些理想性、熱情，可能

有，但是這不代表可以成功，因為你畢竟是做一個企業，你對這個企業

的本質，你能不能了解。」（A：25-27） 

「一開始我們對社會企業的定義就是對社會有益阿！或是有正向的影響

力，那我後來接觸之後，我發現，不敢說全部，但有一部分的會有問

題，就是有很多的理想，當問題是，還是牽扯到一點，你有沒有辦法自

己養活自己，有沒有辦法經營下去，這其實我是覺得比較大的，大家都

有理想，很有愛心，但生存不下去會是最大的挑戰，所以在商業營運模

式來講，我覺得這是大家要克服的。」（K：19-23） 

 

三、堅持 

堅守自己的信念，不因為遇到困難就逃避，受訪者認為社會企業很重要的一

點就是堅持，每個人的長處不一，但是組成一個團隊後，每個人的優勢組合起

來，即便嘗試過幾次失敗，也能夠堅守住其理念，找尋其他的解決方式，去克

服，並且面對問題。受訪者 C 認為不分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遇到困難都應該想

辦法突破，不該放棄。受訪者 E1 同樣認為遇到困難時，就像賽跑跌倒，站起來

後必須跑完才對。而受訪者 F 則認為堅持是社會企業不能缺少的要素。對此特質

表示認同的類型為社區發展、服務產品、社會合作型之受訪者，多數者皆認為堅

持、不輕言放棄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是應有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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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遇到困難時的經驗，其實我就是認為要非常的屹立不搖，就是一

直要去找可以突破的一些方法，其實我是覺得，可能我跟你分享，不能

只找一條路，因為這條路可能斷掉，你可能要找兩到三條去試，我自己

是想一般企業也是一樣的，他這條路不通，他一定會在找第二條第三條

第四條，不可能這一條斷了就關門啦！我想這一般人都會遇到困難。」

（C：91-94） 

「不是一個人很厲害，我認為我們的團隊是我們團隊的人都很厲害，然

後遇到困難都可以把跑道跑完，然後才組成的。」（E1：84-86） 

「所以理念這塊然後還有堅持，如果這些東西在社會企業裡面你抽掉的

話，那他跟一般的公司可能就差不多了。」（F：43-44） 

 

四、對現狀不滿、有特殊的關懷 

比起一般創業者，社會企業創業者更加關注到很許多人不願面對或解決的社

會問題，舉凡社會、人文、弱勢者、環境等問題，他們在其中看見應該解決的問

題，並且願意踏出實際行動去改善。受訪者們表示社會企業是看見社會問題，並

且願意站出來並且解決的。具有此特質者多為工作整合型受訪者，此點如同高義

芳、沈怡臻（2009）所提出社會企業創業者之特質，包含了重視社會議題以及關

懷弱勢團體等的社會使命感。 

「社會企業就是因為他很強大，所以他敢於接受，也不是繼承，去解決

社會上產生的一些問題，本來這些社會問題是政府應該要解決的，可是

社會企業想要面對這個困難狀況，所以他來面對。」（C：70-72） 

「社會企業的創業者其實大概就是，比如說對現狀不滿，認為可以事情

不是這樣的，跟一般的創業者沒有什麼特別，只是他更關注社會、人

文、弱勢或者是環境永續的議題。」（I：1-3） 

「我訪問了很多個視障相關的社團，我發覺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經營

的效益比較差，對錢的效率跟錢的看法比較沒有效率，所以我才想是不

是成立一個企業會比較好一點。」（H：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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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面對困難之心境抱持樂觀 

樂觀的態度，並非代表著隨便，而是保有一個正向的心態，去面對所遇到的

困難。受訪者多表示在處理事情或者溝通、面對問題時，都會採取樂觀的方式去

看待，認為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決的，即便無法，至少也曾努力過。具有此種特

質者多為社區發展型之受訪者。 

「所以我覺得我對事情，我覺得事情都可以處理好，只要大家願意坐下

來談，好好的溝通，所以我大部分對很多處理事情都是滿樂觀，那我也

會覺得就算是事情最後沒辦法成功，我也覺得是可以接受的，但重要的

是大家有沒有願意一起去從這過程中學習到一些經驗。」（B：138-

140） 

「面對困難，因為其實你只要抱持著快樂跟樂觀的時候，其實我覺得不

會讓你有太多是你沒辦法做到的事情，而是說是時間的問題。」（L：

48-50） 

 

六、願意幫助他人 

一個人的力量也許微薄，但是社會企業創業者仍秉持著幫助他人的心態，對

於弱勢者具有熱心，願意幫助他人，如同受訪者 L、M 所言。而這樣的想法不僅

是針對該企業所面對的顧客群體，同時也會反映在內部團隊上，受訪者 B 認為自

己的個性屬於願意幫助他人。表示有此種特質之受訪者皆為社區發展型，此特質

如同 Martin & Osberg（2007）所表示，社會企業創業者主要動機在於利他主義以

及慈善事業。 

「在個性上就是能夠願意幫助別人一起去成長，跟著大家一起做，我覺

得這是比較大的，我覺得是團隊上每一個人幾乎都會有的特質，不然很

難在這種小的團隊裡面找到自己的位置。」（B：108-110） 

「而是我們希望可以在這個社會發散一些不一樣的概念，就是說可以讓

人家覺得說，其實我有學會這樣的技能，我其實可以幫助別人，甚至我

可以傳遞這份快樂跟笑容，這是我們希望可以做的。」（L：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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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他對幫助比較弱勢，或幫助別人的這件事情他本身自己就很有

熱心來做這件事情。」（M：4-5） 

 

七、願與他人溝通 

受訪者對於內部的溝通顯得更為重要，可見團隊之間的磨合，需依靠溝通解

決，因此社會企業創業者應具有與人溝通的能力，而且不得隨意敷衍，須謹慎琢

磨用字遣詞，方能達到有效的溝通。受訪者 B、F 表示公司內部有許多事情需要

溝通才能解決問題，不論是對上級或是下屬，都需表明自己的困難之處，透過彼

此間的溝通協調，共同解決問題。受訪者 N 認為言語之中所獲得的訊息量非常大

量的，因此應培養自己是擅於與他人對話，交談之中可以得到的資訊不容小覷。

對此特質表示認同的類型為社區發展、社會合作型。 

「我的優點在於能夠對整個事情的掌控跟溝通是我最大的強項，因為很

多時候，不管是跟設計師或者是老師，各個部門或者是主管間、執行

長，其實大家都會有需要溝通協調的時候。」（B：112-114） 

「身為內勤的一份子，我們需要表明我們遇到哪些困難，然後我們希望

可能事情怎麼樣的調整，如果做決定的人，無法直接接收到這些的話，

有可能某些決策會對我們內部作業的東西越來越艱苦。比如說我接不

了，任務太多了，或是這樣的做事方式我不能接受，我需要換個方法，

都有可能，這是組織內部需要謹慎溝通的。」（F：226-229） 

「我必須告訴你的是說，就是我知道言語談話之間的資訊量是非常巨大

的，所以你認識一個會講很多話的人是一件好事情，因為他一直講一直

講，你很容易在裡面就挖到一點東西，然後如果你有能力還可以打斷

他，跟他再交鋒的話，那就會得到更多東西這樣，我發現很多企業家就

是這樣，不停的講。」（N：269-273） 

 

八、與他人合作 

群眾力量勝過一己之力，社會企業同樣需要依靠合作，不論是內部的團隊合

作，或是與其他人的合作都同樣重要。受訪者 D 表示社會企業非常講究合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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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受訪者 C、M 皆表示單靠自己是無法完成社會企業所設定的目標，都該透過

合作或結盟的方式才能成功，因此社會企業創業者不能只是單槍匹馬，而是要找

到共同合作的夥伴，以及公司外部的合作對象，如受訪者 E 所述，可以與他人合

作完成事情，共同合作是可以提高事情的完整度。而所有的社會企業類型皆對此

特質表示認同。 

「就是說身為社會企業，其實是非常需跟別人合作聯盟的，不是說你去

尋求協助，我覺得這個好像太表面，太單方面了，而是說你怎麼樣跟別

人結盟，結盟會是比較好的字眼啦，就是說互相搭配的情況下，你絕對

不可能自己去完成社會企業。」（C：61-64） 

「我自己認為社會企業的文化跟一般企業不同的是，他很講究合作的文

化。」（D：157） 

「我可以跟社工一起合作阿！一起來做這件事情。這才是加分嘛！」

（E1：84） 

「我覺得這些事情就是大家都還是要有熱誠，然後才能互相溝通協調，

要不然其實也不容易跟人家合作，因為我覺得一個社會企業，光靠自己

做不了事情，你想幫助，你想發願，都做不了。」（M：107-109） 

 

九、不勉強他人 

社會企業重在其核心理念，但是與受訪者的對談中，卻發現他們雖然很重

視，但是身為社會企業創業者，工作整合與社會合作類型之受訪者表示不想刻意

的去改變他人的想法，反而害怕影響他人想法，認為每個人有不同的認知，不該

排斥他人的認知，應該互相保持尊重較好。 

「還有不喜歡強迫人家，就是我如果覺得人家做了很糟糕的事情，就是

強迫人家做事情，就是你要強迫人家按照你的價值觀和想法去做，其實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A：15-16） 

「那我這個人最不喜歡的就是我千萬不要去影響別人，這是我不想要做

的事情，所以我在刻意避免這一件事情，那我既然在避免這件事情的時

候，我也希望每個人得到尊重跟自由。」（N：38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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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兼具生意人特質 

受訪者 H（任職於工作整合型之社會企業）提及到，社會企業創業者所具備

的特質中，仍應具備一般企業的特質，應懂得如何做生意，而不能只有滿腔熱

血。此特質如同 Christopoulos 與 Vogl （2015）所提，社會企業創業者同時擁有

多重角色，主要包含管理者、經濟主體中的企業家、政治代理。 

「我想不管是不是社會企業，既然是一個企業的從業者，那如果你是企

業的創業者，你可能更需要生意人的特質。就是你要懂得做生意，如果

你沒有生意人的特質，那不管你是社會企業還是非社會企業可能都有一

樣的問題」（H：3-5） 

 

十一、小結 

綜合上述受訪者的回覆當中，與過去的研究相對比，可發現其共同性，社會

企業創業者的心態正向樂觀，對於社會的問題不會視而不見，對待弱勢者也抱有

關懷之心，願意伸出援手協助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不會充滿不實際的理

想，更不會輕易放棄、退縮，而是堅持理念的同時找到解決途徑。另比起單打獨

鬥，較喜愛團隊方式，社會企業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人，所以對於人際交往、溝通

十分注重，與人交流的過程中如遇到不同想法理念者，不會一昧想著改變對方，

而會尊重多元的想法，廣納接受不同的意見。 

以不同社會企業類型劃分來看，可發現工作整合、社區發展與社會合作型社

會企業創業者認為理想性、和他人合作是重要的特質；社區發展、服務產品與社

會合作型社會企業創業者皆表示必須抱持熱情；工作整合、服務產品與社會合作

型社會企業創業者認為堅持也是重要特質；工作整合與社會合作型另表示社會企

業創業者具有對現狀不滿、有特殊關懷之心，以及不勉強他人的特質；社區發展

型社會企業創業者多表示樂觀與幫助他人、與他人溝通是不可缺少要素。服務產

品型社會企業創業者則特別提及應具有生意人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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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企業創業者資訊行為 

社會企業創業者對於周遭環境的變化敏感，相較於許多人，他們擁有更多的

關懷之心，也具有較強烈解決問題的衝勁，尋求解決方法或是針對特定事物有好

奇心之時，會產生對資訊的需求。在本節透過「過去工作經驗」了解其過往經

驗，再者了解「設立社會企業原因」，含括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的影響。最後於

「資訊資源」部分，發現社會企業創業者是以實際的人際交流、虛擬的社群網

絡、國際資訊資源與正式學術資源為主要資訊來源，其說明如下。 

 

一、過去工作經驗 

受訪者過去的工作經驗不盡相同，其類型以顧問居多，舉凡資訊顧問、企業

顧問、投資理財顧問、營運策略顧問等，如受訪者 E1、I、J、M 都曾接觸過顧問

相關工作。另外也有編輯、行銷企劃、業務，如受訪者 A、J 所述。而受訪者

B、H 則是接觸過非營利組織或社福單位後，輾轉到社會企業領域。而過去的相

關經驗也讓受訪者在成立社會企業時，得以利用過去專長輔助社會企業的成長。 

「因為我上一份工作其實也是在非營利組織工作，那所以進來之後剛好

是把兩個能力，應該說過去的經驗，算是無縫接軌，一方面在做商業的

事情，另一方面也繼續就是也在這個陪伴的計畫裡面，協助募款或是參

與日常的運作，所以算是融入的滿快的。」（B：69-71） 

「我的工作經驗主要兩塊，早年的時候我在出版做編輯，就是做遠見的

版面主編，版面的編輯，那大概是十年，從我出社會就做的。後來我就

投身在科技業，從行銷企劃開始，一直到前三年，來社會企業之前我都

在科技業，做行銷、企劃這方面的工作。」（C：18-21） 

「我先前可能大部分是做策略營運的部分，或是做專案的部分，那我透

過這樣的強項，就很榮幸的可以擔任初期的召集人，然後讓大家參與其

中。」（E1：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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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籌組這個公司之前，其實我從來沒有參加過社會企業。但是因為有

些因緣際會，我參加了一些社福團體，發覺社福組織的特質是以募款來

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先天的侷限性，所以才會想成立這樣的單位。之前

的話我在電子所服務過一陣子。」（H：28-30） 

「我是 OO 十幾年的老師，然後也擔任過各種企業的顧問，也是專業的

資訊工程師，也是專業的媒體工作者。」（I：34-35） 

「當兵後我就當業務工作，然後就在那邊當業務，然後在創業之前就在

IBM 工作而已，做一些業務工作，那我太太在創業之前就她是在做資訊

顧問。」（J：44-46） 

「其實就是過去曾經也在生技業待過，然後也在銀行，我們其實也幫農

民做一些融資，但我們發現農民其實很辛苦，那但是他們常常因為氣候

的變化，或者是有一些農作的問題，常常就收成不好，那也繳不出貸款

來，就是很辛苦。」（M：42-44） 

 

二、設立社會企業原因 

Boluk 與 Mottiar （2014）表示社會企業創業者的觸發動機往往來自於其生

活方式。而在設立社會企業的原因中，亦發現不論是「內在動機」、「外在動

機」，受訪者們皆印證此論述，因為想要回饋社會、本來就想創業、過去工作曾

有過類似的經驗，或是曾接觸過弱勢者、弱勢團體等，因此埋下未來想朝社會企

業的想法。其說明如下： 

 

（一）、內在動機 

因為本身有想要創業的想法，而開始籌資，透過籌資相關網站募到部分資

金，在之後設想公司發展時，產生應該回饋社會大眾的想法，因此選擇透過社會

企業這種經營方式管理公司。受訪者 D 更提及了，自己有了這樣的想法後，開始

從相關領域著手去了解目前的發展狀況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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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實是先想要做 OO，才想要去做社工的，一開始還沒有想要全職

創業，就是下班弄一弄這樣子，那是在那個情境下想說就試試看。」

（D:52-53） 

「OO 從群眾起家，自然也要回歸到群眾本身。」（F：316） 

「我個人是覺得我的生命有限，所以我們選擇創業路途來做這樣，那做

社會企業是有很多，第一個是託付 [社會託付的責任]，第二個是我們覺

得有意義，為什麼會有意義呢？因為社會企業有很多的結構是非常適合

新創公司，尤其是你有技術含量，然後你有一個想法是可以解決問題

的，那我會覺得說在這樣子的公司，其實是合適於做社會企業的。」

（N：180-183）  

 

（二）、外在動機 

受訪者 B 從大學時期就開始接觸非營利組織，加上本身所學的是商學院，促

使加入社會企業的想法。而受訪者 D、K 則是過去在社福單位工作的經驗，發現

有些問題仍然無法解決，於是想透過以企業的方式經營，解決困境。受訪者 M 的

經驗較為特別，是在銀行工作的過程中，體認到農民的辛苦，從微小的地方埋下

了想要設立社會企業的想法。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剛好有機會接觸非營利組織的一些，算是訓練，就

我半年到美國去參加一個計畫，剛好接觸了一個非營利組織，所以我回

來台灣的時候，因為我原本也是念商學院，後來就想有沒有可能把我在

商業上的能力做運用，然後再進去非營利組織裡面做學習，所以後來就

走選擇走進非營利組織，那就覺得剛好現在有這樣的一個風潮，就是在

非營利的組織跟企業間，有了社會企業這樣的一個融合的過程，那我就

剛好在這個潮流上。」（B：146-150） 

「就是我在社福裡面，覺得社福沒有辦法完全徹底解決貧窮的問題。」

（G：207） 

「也剛好那時候政府一直在推這個長照保險，那剛好有很多研討會，那

我們就去參加，那也看到各地真的有這樣的問題，而且是沒有人力的，

偏鄉可能年輕人下山工作，可能都剩長輩在山上，那時候開始注意到

說，其實有更好的做法，所以那時候在伊甸基金會就做這樣的服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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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來才覺得說我們要有一個跳脫的方式，因為以前，可能包含現在，

基金會跟營利組織是水火不容啊！」（K：61-65） 

「其實就是過去曾經也在生技業待過，然後也在銀行，我們其實也幫農

民做一些融資，但我們發現農民其實很辛苦。」（M：42-43） 

 

因為身邊的家人或是朋友的關係，所以跨足到社會企業領域，除此之外的另

一共通點是，此類的受訪者皆表示，曾接觸過社福單位或弱勢團體等非營利組

織，再加上本身並不排斥，因此在親朋好友的推助下，有較大意願投入社會企業

領域。 

「在籌組這個公司之前，其實我從來沒有參加過社會企業。但是因為有

些因緣際會，我參加了一些社福團體，發覺社福組織的特質是以募款來

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先天的侷限性，所以才會想成立這樣的單位。」

（H：28-30） 

「因為我有很多社區或者是社福或弱勢團體的朋友，朋友說需要做一件

事，你可不可以來幫忙。」（I：36-37） 

「我太太啊，我們結婚，應該分兩部分，區隔點是太太，但是我的點是

因為我大學就在，AIESEC 學生性組織，輔大也有啊。我從大二就開是

始做這種非營利組織的工作了，所以我從大學時代就是做志工啦，這兩

個東西都有關係，就是我 OOO 成立是因為有機，那是我太太的關係，

然後我對志工的興趣。」 （J：68-71） 

 

三、資訊資源 

社會企業創業者的資訊取得，主要透過三個方向，分別為「實體的人際交

流」、「虛擬的社群網絡」、「國際資訊資源與正式學術資源」。前兩項不論是實際

或虛擬，皆可藉由與人的交流中獲得資訊，除此之外，亦會多方涉獵國外的資訊

與理論性的資源，其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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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體的人際交流 

社會企業創業者除了本身就有的人脈關係之外，同時也透過參與相關的社會

企業展覽，在這之中認識更多同樣領域的人，彼此交換想法，互相交流。且會持

續維護這樣的人際關係。此點對照 Wilson（1997）資訊行為理論模型，發現社會

企業創業者獲得資訊的過程中，可能會受人際關係影響資訊的取得，他們需要維

護人際關係以保障資訊的獲得，若對某資訊有所需求時，人際關係中無相關者，

則會暫緩，等候相關者出現。 

「他本身之前在媒體界工作的關係，所以他有很多媒體的朋友，原本就

有一些人脈資源。」（B：222-223） 

「我需要大量的資訊，先硬著頭皮上，一不懂就問，讓我可以持續服務

每一天進線的客人。這些資訊的提供者很重要，如果沒有辦法回答客人

的話，你就沒有辦法站在這個位置，因為每個打電話進來的人，他只是

想問問題，你無法滿足他的需求隨時可能被罵，有些脾氣不好的就會回

酸你，如果基本的問題回答不出來，可能蠻嚴重的，所以你必須要很習

慣跟別人談牛奶，談牧場，談鮮乳坊，如果不是一個有志於往這邊發展

的話，那也許站這位置對你很吃重，而且你每天進來公司會很不快樂。

我覺得在任何工作崗位上，如果沒有發現自己需要更精進的地方，大概

眼前就是下坡路了。」（F：363-369） 

「那在目前的營運過程之中，就是持續的關注身邊的社企領域的人，或

是研究機構的動態。」（I：43-44） 

「因為其實人脈有時候是搭建那個橋樑很重要的人阿！因為人可以幫你

找到很多東西，那因為網路上都是所有人看的到。」（L：103-104） 

「我們其實也看過很多，參加過很多的社會企業的展覽，跟認識很多社

會企業家，所以也知道他們的營運模式，這是當初我們去收集資料的過

程中有碰到的一些資訊源。」（M：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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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虛擬的社群網絡 

對於部分受訪者而言，臉書（Facebook）是他們獲得資訊很重要的一個媒

介，社會企業創業者使用社群的方式，會針對特定的粉絲專頁、人物追蹤，藉由

此方式留意對方所分享的資訊，從中擷取到自己可能所需的資訊，消化吸收後轉

化為自身可利用的資源。如受訪者 A、F、I、N 所述。此點如同 Wilson（1997）

資訊行為理論模型所提及之資訊尋求過程中被動注意與被動檢索，社會企業創業

者使用臉書時，會留意相關領域的人士之頁面，資訊的獲得並非刻意尋找，而是

隨意閱覽的過程中得到，這也與 Erdelez（1995）所提資訊偶遇相同，平日的例行

活動中，社會企業創業者瀏覽臉書的過程中，在無預期的狀況下發現有興趣的資

訊，如朋友的發文內容。此種意外獲得的資訊，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而言是重要

的資訊來源之一。 

「我很多都是透過書局，或是臉書，老實講，臉書應該是我現在很重要

的一個知識來源。」（A：33-34） 

「在英國時我其實接觸更多的是臺灣的資訊，因為臉書很方便，公民運

動最興盛的那些時光，我其實在海外大量研究臺灣的資訊。有些是透過

臉書，有些是透過找書籍，因為英國圖書館那邊也有華文書寫的題材，

以我過去的成長經驗，我這一輩所學的很多東西，最終發現對臺灣本身

是非常缺乏了解的。」（F：333-336） 

「對我來講 FB 是最大資訊源，因為其實跟學術是一樣的，只是你後來

以為他叫做期刊，就是你身邊的人跟你講他在幹嘛，然後他做了什麼

事，然後去研討會其實是開趴的意思，就跟網聚是一樣的道理，然後大

家就覺得研討會嘛！沒有，其實資訊源就在身邊，就是一起做這件事的

人們。」（I：44-47） 

「所以我後來發現說我的 Facebook 是非常有用的東西，就是因為我的好

友們，現在我發現我有超過百分之三十的好友，大概都是第一線能產生

第一訊息的人，所以他們關注的點，我馬上會看到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我的學養也可以回應某一些東西。」（N：23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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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資訊資源與正式學術資源 

由於國內社會企業尚未成熟，因此較早成立的社會企業會倚靠國外資訊，如

英國的相關報告等，大多的受訪者皆表示會利用國外的相關經驗、資訊，參與研

討會等，藉此更加了解社會企業，如社會企業定義、規範、成效評估等。而受訪

者 B 則提到，若是在公司內有些相關計畫要執行前，在討論與擬訂的過程，亦會

從國外的案例作為其參考依據。僅有少數受訪者提到會利用期刊、論文，從中獲

得所需資訊。 

「最主要就是參考國外一些經驗，其實就是很簡單的，他的商業結構就

很單純。」（A：110-111） 

「那比如說教育的話，我們最近可能就會看一些芬蘭他們發展的過程，

就會發現他們在台灣跟芬蘭的教育差異的資源在哪裡，資源的差異還有

態度差異在哪裡，所以這個算是用別的國家的經驗來看，其實我覺得是

也是滿有用的。」（B：287-289） 

「我們基本上都是從國外得到比較多資訊，國內在 2008 年時幾乎都沒

有相關資訊，現在也還沒立法，只是這一兩年好像大家遍地開花，可是

其中有很多人，很多的工作單位，我認為他們在社會企業的基因上還沒

有完全。」（C：35-38） 

「主要是看一些相關的報告，有一些報告是英國出的，比較能指明社會

企業的定義是什麼？規範是什麼？及如何評估社會企業的成效。」（H：

48-49） 

「剛剛創立社會企業的時候搜尋過哪些資訊源，當然就包含論文、期

刊、各式各樣案例、國外的研討會等等。」（I：42-43） 

在學術資源中，受訪者 G 表達了不同想法，曾經嘗試透過學校教授所撰寫的

文章，閱讀關於社會企業相關訊息，卻發覺過於理論，也參考大學所開設相關課

程，但發現內容涉及社會企業的資訊過少，因此無法從中獲取所需資訊。 

「那你說我要向誰學社會企業，可是沒有人可以教我，我找很多教授看

那個文章，其實都很理論。」（G：114-115） 

「我知道大學有在教，可是大學教的那個課的資料沒有出來，我不知道



 

57 

他們教什麼。不過後來我知道在大學教的還是在教企業管理，比較偏企

管那一方面，我聽過一個演講在講社會企業，可是他在講社會企業的商

業模式，那還是商業阿！我覺得你還沒講到社會企業，所以我沒得學，

沒得學我就出來。」（G：118-121） 

 

（四）、資訊資源使用偏好 

社會企業創業者因個人的習慣偏好不同，探尋資訊時所利用的資源也有所差

異，針對受訪者於訪談過程中所提及資源，依照次數統計後，整理出表格（詳見

表 4-3-1）。表中共分為五大項，分別為人際資源、網路資源、學術資源、政府資

源、其他資源。 

由表中可發現人際資源是社會企業創業者最主要的資訊來源，其中領域專家

共有 11 位受訪者曾頻繁利用，顯示出接觸該領域仍會以專業人士為主要的尋求

對象，再者則是會與團隊成員、合作夥伴、朋友討論交流。另外其他資源中，受

訪者中有 12 位表示曾於參與活動的過程中獲得資訊與回饋，實際的參與和交流

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而言顯得十分重要。在政府資源中雖僅有 5 位表示曾接受過

輔導，但在過程中所受到的幫助也很多，計畫合作也是獲得資源一種方式。虛擬

的網路資源當中，6 位會利用社群網絡增加資訊的獲得，7 位會藉由網站瀏覽當

中找尋相關資訊，不經意間或習慣性的留意相關單位和人士是其快速掌握與獲得

資訊的方式。 

所有資源利用中，學術資源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不是首選資源，僅有少數者

會透過閱讀論文、期刊、書籍，相關的研討會也僅有 4 位會參與，理論性的學術

資源鮮少被利用。社會企業創業者較喜歡透過人際交流、互動中獲得第一手資

訊，而非整理過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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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資訊資源使用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源 

受訪者 
使用 

人數 

提及 

次數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人

際

資

源 

朋友 3 2   5 1 1     1 1   3   4 9 30 

領域專家   2   2 3 3 1 2 2   5 4 3 3 11 41 

團隊成員   3   1 1 4   2 2 4   2 2 4 10 35 

合作夥伴 4 3 1 2 1 1 1 1   1     2 5 11 33 

網

路

資

源 

社群網絡 3       1 6     1     1   2 6 14 

網站瀏覽   2   2     2     2 2 1   1 7 19 

學

術

資

源 

論文     1           1           2 2 

期刊             1  1 1         1 4 4 

書籍         1 2         1     2 4 6 

政

府

資

源 

輔導   2     1             1 3 5 5 17 

計畫合作   3 1                     2 3 6 

其

他

資

源 

研討會     1         1 1       1   4 4 

活動參與 1 2 1 1 1 4 3 1     2 5 2 4 12 39 

國外資訊 2 2 1    2 2  1  1   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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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由受訪者的回答中，對比 Perrini 與 Vurro（2006）所提出的社會企業創業過

程，社會企業創業者在最初的動機當中，確實以環境與個人因素兩大類為主，由

內在動機中發現，社會企業創業者本身就有創業的想法；而外在動機則是過往工

作中曾接觸過的人事物都可能成為一個契機點，再者受到身旁親友的影響，也會

讓社會企業創業者覺得對該領域有所興趣。 

在資訊資源尋求的部分，社會企業創業者的資訊來源主要為人際關係，此關

係包含現實的人際交流與虛擬的社群網站，尋求資訊資源時，多透過自身所擁有

的人脈，從中找到合適詢問對象。若所遇到的問題身邊無相關的人脈，可能就會

暫緩問題，等待合適人選的出現。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而言，與人交流的過程中

所得到的資訊顯得更加珍貴。考量其資訊獲得的習慣，亦或是國內資訊較少，受

訪者中僅有少數會利用論文、期刊，理論性的學術資源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不是

第一首選的資源。多位受訪者表示早期國內資源不足，因此大多尋求國外資訊。

社會企業創業者面對變化快速的社會環境，多元涉獵資訊，喜愛透過瀏覽臉書時

獲得資訊，除非公司有任何計畫要實施時，才會刻意主動的尋求資訊，且較傾向

於尋找國外相關案例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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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企業創業者面對困難之挑戰 

創業之路並非一人即可成功，一路上不僅自我信念要堅定，尚須他人的從旁

協助，社會企業創業者亦然，在面對困難時，應如何面對並且冷靜處理，個人都

有自身的一套解決方法，藉由受訪者的回答，將其分為「面對困難之心態」、「困

難的類型」、「因應之道」分別說明如下。 

 

一、面對困難之心態 

高義芳、沈怡臻（2009）研究指出，社會企業創業者多以正向的態度看待事

情。在本研究中，受訪者也多次提及，面對困難時多以樂觀的心態面對。並且將

困難視為學習過程，反而在樂觀的心態之下，會更積極的想辦法解決問題，如同

Shaw（2004）的研究，社會企業創業者擁有發現社會問題並解決的能力、能以企

業的方式提出相關方案。說明如下： 

 

（一）、樂觀面對 

社會企業創業者以正向樂觀態度面對困難，事情不會因為沮喪而得到解決，

因此受訪者表示，應該以樂觀的方式去看待所遇到的困難，如果一時無法解決，

總會有一個關鍵的時間點，讓原有的問題得到解套。 

「所以我覺得我對事情，我覺得事情都可以處理好，只要大家願意坐下

來談，好好的溝通，所以我大部分對很多處理事情都是滿樂觀，那我也

會覺得就算是事情最後沒辦法成功，我也覺得是可以接受的，但重要的

是大家有沒有願意一起去從這過程中學習到一些經驗。」（B：138-

140） 

「面對困難，因為其實你只要抱持著快樂跟樂觀的時候，其實我覺得不

會讓你有太多是你沒辦法做到的事情，而是說是時間的問題。」（L：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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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問題視為學習的歷程 

也許在旁人來看，社會企業創業者所面臨到的許多事情都可以歸類為困難，

但是多位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認為那是困難，因為事情可以解決，只是有些問

題需要更多的時間，在等待以及解決的這段過程，並非我們所謂的困難，對於他

們而言，這是很平常的一個過程，甚至有些問題其實一直存在著，某一天遇到一

個契機點，或是某人的出現，恰好可以解決，而這問題也因而得以化解。 

「應該說大部分不會遇到什麼困難，就是說當然有時候，但我覺得很少

耶！因為基本上都是有很明確的討論的方向，所以我們就會去討論。基

本上沒有困難，因為就是一個討論的過程。」（B：254-255） 

「但也不能說是困難，就是你可能有需求，今天有這個需要，像是今天

辦公室要變大，朋友剛好要租房子，我們就一起合租，他利用他的關

係，幫我們找到一棟房子，我們就可以一起合租，所以說一定是你有需

要，那這個需要可能是現在產生的，也可能是過去一兩年前產生的，那

個時候沒有遇到適合的人能夠支援，可是有一天就看到合適的人，然後

就談一談，也許就過去了，所以說他是不斷的往前。」（D：111-115） 

「不是得到或去學習，或者是有什麼困難，那一切就變得沒有什麼困

難，因為他就是生活。」（E1：271-272） 

「還蠻享受那過程的，我不是那麼介意那個結果的，有沒有解決我不是

那麼介意，就比較困難嘛！那就是一個過程嘛！」（J：34-35） 

 

（三）、嘗試各種解決方案 

面對問題時，你能做的就是面對他，A 方案行不同，就換 B 方案，受訪者表

示有些問題是營運一間公司你不得不去面對的，即便如此，也要設法解決，不斷

的嘗試不同的方法，慢慢的從各個方法裡，找到最終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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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遇到困難時的經驗，其實我就是認為要非常的屹立不搖，就是一

直要去找可以突破的一些方法，其實我是覺得，可能我跟你分享，不能

只找一條路，因為這條路可能斷掉，你可能要找兩到三條去試，我自己

是想一般企業也是一樣的，他這條路不通，他一定會在找第二條第三條

第四條，不可能這一條斷了就關門啦！我想這一般人都會遇到困難。」

（C：91-94） 

「這困難可能一兩年前產生的，例如說我們一開始需要現金，希望有人

投資，可能那時候就沒遇到有人要投資我們，那就是碰壁嘛！可是你還

是有 Plan B 做，只是會比較辛苦，那還是有 Plan B 可以做的話，雖然

難，但是就會覺得碰壁也沒關係，就擱置，等到有一天可以做為止。」

（D：117-120） 

「就是你知道要去處理，但有些事你會覺得你根本不應該處理，遇到了

你就會去想辦法跳進去，跳進去處理的時候，我覺得就很矛盾啦！你知

道說這個事情不應該來處理，但又不得不處理，所以我覺得有一段時間

就會覺得雜事怎麼特別多，也還是不想處理，但公司都要運作，每天就

是在燒錢，所以還是要硬著頭皮去。」（K：38-41） 

 

二、困難的類型 

（一）、資金 

公司營運中，受訪者表示，資金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或是一般企業而言，都

是很大的困難，萬事起頭難，尤其是第一筆資金的籌備更是難上加難，需要說服

投資者認同公司理念，掏出腰包，給予資金的投入，公司才得以運作。而受訪者

N 表示，金錢的問題雖然難，但卻是可以預期的困難，除非公司內部的經營有問

題，才會導致迫在眉睫的困境。 

「創業初期資金的確是比較大的問題，沒有資金你就運作不下去，其他

的都還好吧！其他的販售員也還好，因為販售員本來就是，反正只要有

群體聚集的地方，都是有一些有的沒的的事情，那在你的組織裡面都會

碰到。」（A：14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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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企業的話，你就應該要自備你的資金，對不對？你創業就要有創

業基金嘛！那這個就自己想辦法生出來，而不是要來的。」（E：165-

166） 

「那其實最大的困難就是講白話，就是錢怎麼來？」（K：118） 

「我們主要第一個問題會是在自己的經營上，就是你自己的收入是不是

能 cover 掉你的支出，我覺得不管是創業者或是你在做工作的人都會考

慮到的事情。」（L：108-109） 

「錢的事情是可以預警的，所以你會準備去找很多的事情，不會是最後

才來，如果你是最後一刻發現燒到沒錢，到處借的時候，代表說你經營

企業是有問題的。」（N：289-290） 

 

（二）、資訊缺乏 

雖然有心投入這個領域，但是在初期，受訪者 E1、G 皆表示缺乏相關資料，

因為社會企業在國內尚屬新興體系，沒有人能夠說清楚明白，相對的資訊也就更

狹隘，要取得所需資訊，必須透過各種管道去挖掘，像是學術單位和政府單位

等，從中增進對於社會企業的認知。而另一種資訊缺乏，則是到陌生領域的階

段，亦須借助原有領域的資訊提供者，彌補自身對於公司所涉獵的業務內容做了

解，才能站穩腳步，如受訪者 F 所述。 

「在資源上我覺得一剛開始最缺的是資料。」（E1：157） 

「我需要大量的資訊，先硬著頭皮上，一不懂就問，讓我可以持續服務

每一天進線 [打電話] 的客人。這些資訊的提供者很重要，如果沒有辦

法回答客人的話，你就沒有辦法站在這個位置。」（F：363-365） 

「我們的困難是我們都對企業是無知，根本不會。我剛有提到我是從社

福機構過來，所以其實我的強項是在社會福利，但是我跳到企業來，就

完全都是等於沒有經驗。」（G：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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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色轉換的適應 

由社福單位轉換到社會企業的過程中，心態上的轉折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是

另一種困難，受訪者 G 表示心態的轉換很難，必須透過自己的調整，重新體認由

受贈單位轉為一企業體的心境。 

「那種心裡的轉折就是最困難的地方，比如說你要從一個行業到另一個

行業，那又不熟悉，不是說我歧視企業，而是說那種心態的轉換很難、

很不容易，但是你要知道說這個是目前，可以幫助你把原來的東西做

好。」（G：32-35） 

 

（四）、價值觀差異 

社會企業的成立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初衷，解決的問題廣泛，甚至有些是大眾

所陌生的，因此會產生部分的誤解，受訪者 C 即表示曾遇過部分人是存有刻板印

象。而另一種價值觀差異，如受訪者 N 所提，若本身固執己見，不肯放下成見，

這樣的人在遇到困難時反而會使自己身陷泥沼，應該要擁有更多彈性的想法，方

能解決困難。 

「我覺得只有一些不了解，就譬如說一些刻板的誤解，就像別人會覺得

失能，那你們成品也會不夠好吧！」（C：105-106）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其實是，遇到別人的知識瓶頸跟他的價值精神

最難，有些人會說我就是要這樣，沒有第二條路走，那就代表說其他彈

性沒有了，這是最難解的事情。」（N：46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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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之道 

（一）、心態轉換 

受訪者 G 描述內心的轉折是很大的挑戰，必須說服自己，讓更多人了解一同

了解這些理念，突破自己內心的非營利與營利之間的內心衝突，是非營利組織轉

變成為社會企業需要面對的考驗。 

「你的身分在轉換中，要想辦法說服自己，不只說服自己，還要慢慢的

讓原來理解你的這些會友、朋友認同，或者是知道你做這個方案是什

麼，那個兩三年之間是最困難的，但是那一種突破是，要突破的困難除

了自己跟企業的那種信念跟理念，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工作方法。」（G：

35-38） 

 

（二）、學會協調與溝通 

若要以最簡單的方式解決困難，協調和溝通會是最簡單，卻也是最難的方

式，因為每個人的出生背景、學習過程都會有所差異。因此受訪者 I 表示雖然很

困難，但是協調彼此的認知和需求仍是重要的。受訪者 L 也表示彼此的溝通不能

忽視。 

「在改變社會結構的過程當然會遇到一些困難，這個社會是一個複雜的

共同體，困難就是如何去協調不同利益關係人需求，並在過程中，重新

調整雙方觀看對方的角度和認知，真的很難。」（I：77-79） 

「我覺得其實就是需要溝通，因為真的不是每個人都成長背景跟觀念都

跟你一模一樣，那其實有時候真的需要去溝通，然後去做調整。」（L：

187-188） 

 

（三）、堅持努力 

社會企業十分注重團隊之間的合作，而團隊的組成往往是一群擁有相同理念

的人群聚而成，因此在遇到問題時，所有人保持著共同的想法與目標，一同向前

的力量可以解決許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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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只要有一個目標，大家朝那個前進，我覺得就很棒了！所以我

覺得大家還在努力在這方面。」（E1：202-203） 

「其實站在我自己立場我就是覺得你就努力做，然後加入一些新的元

素，有時候你還要勤勞一點去找自己的客人在哪裡，找哪些是你的客

人、客戶，然後你去找到你就可解決這些問題，那當然你說，其實一家

公司不只是需要你自己一個人，你必須還要透過你的人力、培訓，找到

更多跟你有志同道合的人，或是想要成為你員工，協助你的人。」（L：

110-113） 

 

（四）、無法解決，不用勉強 

最終的困難點可能還是出自於彼此之間的想法差異，因此受訪者 L 表示，遇

到理念不同的，也不需交惡，以免產生更大的爭議，反而會帶來更大的癥結點。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沒辦法解決，因為畢竟他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

致，那其實我覺有時候就向分手一樣，他不能成為有相交的機會，那你

們就一直保持平行就好，沒有必要去產生不必要的問題。」（L：156-

158） 

 

（五）、風險預測及預防 

事前做好風險評估，預測可能會遇到的困難，並且擬定解決方案，若遇上困

難時，可以盡速的排除問題，如受訪者 N 所述，不論是社會企業創業者，或是其

他創業者都應具備風險預測及預防的心理準備。 

「每個人的結合都會有出現他的瓶頸跟困難，所以我們都是要防堵我們

自己的風險產生的一個預備前提底下，去扎實的把現在準備工作做好，

任何的創業者都要有這種心理準備，真的是杜漸防微一個過程，從小的

地方琢磨。」（N：341-344） 

「時間是最大的敵人也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其實有很多事情要及早佈

署，才會知道說那些地雷你不要踩。」（N：34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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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面對困難不逃避，將所有的困難都視為一種學習，社會企業創業者始終以樂

觀的心態迎向所遇到的問題，積極尋找解決的方法，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找到一

套解決的方式，從困難和問題中慢慢構築出的解決方法，除了自己的內心要做適

當的調整、堅定信念，也發現最直接的就是協調和溝通，很多事情都是取決於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交流，因此若要快速解決問題，這是必須要學習的，同時社會企

業創業者也明白風險評估的重要性，事事難防，提前預測可能會有的狀況，可以

在遇上意外發生時得以應變。但是當周圍沒有合適的人可以諮詢或協助時，社會

企業創業者卻又展現出緩慢的步調，會將問題先擱置，等待合適的人選和時機才

會再次嘗試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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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會企業創業者於知識交流之施與受 

Wilkinson、Gallagher 與 Smith （2012）於研究中發現知識交流中最重要的

是關係，若雙方無進行任何的知識交流，其關係網絡難以建立，甚至會成為雙方

合作的障礙。在本節中藉由社會企業創業者於「幫助他人」、「接收相關資訊資源

以利解決問題」中了解其施與受，並整理出「社會企業創業者之知識網絡與交

流」架構。說明如下： 

 

一、幫助他人 

（一）、社會企業的核心理念 

受訪者表示幫助他人，其實就是自己的工作，同時也是社會企業最初的核

心，抱持著關懷他人的心，並且付諸行動，改善社會問題，如受訪者 D、I 所

述。 

「幫助別人是社會企業創業者的核心動力。」（I：72-73） 

「其實對我們來說，很多時候我們工作就是要想辦法幫別人解決問

題。」（D：127） 

 

（二）、盡力提供有限的協助 

受訪者 G 針對社會企業之間的營運模式表示，每個人的做法不同，因此營運

模式無法適用於所有的企業，還是需要自己去摸索，或是實際參與在其中，了解

運作方式後，建構出自己的一套運作方式。所以在營運模式上能夠幫助的地方有

限。受訪者 K 則表示在服務的過程中，自認為能夠幫助的也許不多，但至少能解

決部分問題，而受訪者 M 有同樣的感受。受訪者 L 則提出，幫助的過程中，還

會遇到有心卻無能為力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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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家的作法不一樣，我的模式給他，他搞不通。賣法、操作的方

式不會一樣，所以這個模式真的是你要幫助一個社會企業，你要先進

來，你要三個月到半年大概知道我的模式是什麼，重點抓的住才能

幫。」（G：178-180） 

「我們的服務對像裡面很多是低收、中低收，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中，我

不敢講說是幫，但至少我們解決他們一部分的問題，至少生活上的困難

是可能有稍微被解決的一部分。」（K：148-149） 

「在幫助中還會遭遇到的一些困難，就是其實有一些人他是不一定有時

間，然後也有一些人他可能想幫忙，可是他不一定幫的上忙，老實說因

為一定有這樣的人。」（L：149-150） 

「那當然不敢說能幫忙到多少，但是至少讓倒掉的香蕉還可以收到我們

公司來做成更高附加價值的產品，我覺得這個是有幫助到一些，那其實

就是我覺得幫助人的時候最好是在急難的時候，就是他在最急難的時

候，我們能夠幫忙他這些是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事情。」（M：132-135） 

 

（三）、經驗分享 

受訪者 A 表示，比起實質上的幫助，自己較常參加相關活動，出席相關領域

的演講，與大眾分享其經驗。受訪者 N 則表示出席演講的過程中，是雙方互相交

流很好的經驗，可從中找到更多新的元素。 

「通常都是經驗分享，他們又不會開口跟我借錢，或是要幹嘛！」（A：

157） 

「我認為出去演講是有幫助的事情，因為你跟人真實的交流互動之中，

也可以很快收集第一手訊息，因為我最近的演講場合有點多，那發現說

跟大家演講交流的過程當中，會不斷的找到新的東西。」（N：260-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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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幫助別人的同時，自己也受惠 

對他人伸出援手的同時，自己可能也是受惠的一方，受訪者 D 表示幫助他人

活動的過程中，同時也累積公司的知名度。受訪者 I 也表示在和他人互動的同

時，自己會反思，與其說是幫助，更像是互相學習。受訪者 J 更表達了幫助他人

這件事情，對於他而言是教學相長。而受訪者 N 也有同樣的想法，在幫助他人解

決問題的同時，其實是一種逆向學習，從他人遇到的困難，協助解決的過程中，

自己同樣得到很多的收穫。 

「你今天是幫助別人的人，但你今天也可能是受到幫助的人，舉例來

說，我們有個夥伴團體，他們要辦一個活動，可是他們都沒有人力辦，

他們沒有足夠人力辦，但是已經承諾要辦這個活動，那我今天加入去幫

忙，就他們找我們去幫忙，結果我們把他辦好，然後他們也累積出他們

的知名度，同樣的，我們也在這裡面受惠於他們的累積，所以辦完這個

活動之後，你很難說到底是我幫助了他，還是我被幫助了。」（D：136-

140） 

「那過程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就是，這或許不只是一種單向的幫助，我

會認為是一種互相學習的過程，雖然現在我是獨白，但是你的問題會跟

我互動，會逼我去反思這件事情，所以在幫助的過程中是可以反思，找

到新需求，然後還有就是，給自己一點信心跟力量。」（I：73-76） 

「所以我們一直都不要說幫助別人，就是用陪伴，然後陪伴過程當中就

是希望說，因為就像教學相長嘛，我教它我就會進步，我們就是一直這

樣子。」（J：113-114） 

「因為其實有一個非常寶貴的學習是，你在解決別人的問題，其實在回

頭想你會不會有一樣的麻煩，這是一種逆向的學習，所以其實別人願意

把他的問題充分的信賴來跟你討論這件事情，但其實你跟他討論的過程

當中，其實也在解決你可能會遇到的麻煩。」（N：40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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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藏私地積極助人 

社會企業創業者不吝嗇幫助他人，且不怕他人的學習，如受訪者 F 描述當發

現自己有能力幫助他人時，心態非常正向且樂意，而受訪者 G 更強調自己不藏

私，認為對社會是好的事情，不需要擔憂他人的學習，受訪者 N 亦表示這樣的互

助行為，無形之中也是為自己帶來好處的，彼此的幫助是良善的。 

「學完這些東西以後，發現到原來我可以幫助到夥伴，我可以幫助到公

司，所以我自己去找門路學這些東西，後來發現真的有幫助，也沒想到

原來有辦法利他，這些都是後來才發現的。」（F：393-395） 

「別人說我是社會企業，我應該要做這件事，如果你也是，我希望你也

做，這沒有什麼循私、藏私的東西，對社會好的東西，我們都不是為自

己的利益在做，我不怕我的成本和營運模式被知道，如果大家知道我的

營運模式然後學去做，那是最好，整個社會都不貧窮不是很好，如果你

沒有這種心情、心態的話，你就還是做企業好了。你怕商業模式被學

走，可是我不怕，最好是大家都來學最好就是這樣。」（G：236-240）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有人願不願意投資你，或是其實是什麼，其實是你

的朋友相不相信你，所以替他跟你不相干的人願意分享正面的部分，讓

人家覺得你是值得的，那其實你會發現，你會無形中會度過難關，所以

要不吝惜的去趕快讓自己的困難可以得到解決，要能夠去談，然後也要

不吝惜的去幫助別人，然後回來想想自己這樣。」（N：426-429） 

 

（六）、持續的幫助他人 

當有能力時，願伸出援手，如受訪者 M 所述，社會企業創業者認為取之於社

會，應該回饋於社會。受訪者 L 表示持續的幫助他人是一件開心的事情，當自己

有餘力時就去做，受訪者 E1 認為幫助他人是一建很自然的事情，受訪者 N 同樣

強調樂於幫助他人，不要吝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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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做一定改變不了什麼，但是很多人來做的時候，你一個人也會

改變很多事情，因為我覺得參與者就是需要越多，尤其你是做服務這件

事情，今天你去做服務，你的家人會知道你在幹嘛，那你的家人又會分

享說我的女兒又去做什麼，所以其實他會一個傳一個，那至於說他傳的

到什麼程度，我們不能去抓到什麼東西，但是我覺得只要有人願意嘗試

這樣去做，我覺得相信會有改變，所以我們一直覺得去協助別人、幫助

別人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L：176-181） 

「所以有時候你的付出其實是很，當你有餘，有力量的時候，你去做，

那我覺得你並不是，就是很直觀的怎麼做是對他人是好的，而不是說這

件事情他會不會發感謝狀給我？」（E1：254-255） 

「這大概就是我個人覺得說，我能盡一點點心力的，所以目前有認養了

四個小孩，就是在衣索比亞，台灣也有一個，然後還有就是中南美洲也

有，這是我覺得是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M：140-142） 

「所以就是要不吝惜的去幫助別人的難處，然後要能夠先投入，做出一

個成果非常的重要，當這件事情可以發生在我們的生活周遭的時候，那

我覺得那個就是幫自己買最、好最安全的保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覺

得是樂於去幫助別人，樂於去分享你看到的東西。」（N：421-423） 

 

二、接收相關資訊資源以利解決問題 

（一）、身旁親朋好友協助 

談錢傷感情，但是能夠向自己伸出援手的，卻又是身旁親近之人，受訪者

A、J 皆表示曾在籌備資金的過程中，接受過親朋好友的協助。受訪者 D 表示自

己碰上困難時，恰逢身旁的朋友能夠協助解決，並表示有些問題當下雖無法立即

解決，但會在某個時間點遇到能夠協助解決的人選。受訪者 L 則是會詢問公司經

營上的問題，朋友的經驗帶給受訪者很大的幫助。最後受訪者 N 提到個性所致，

所以有些人遇到困難時，會較傾向於和好朋友闡述。此點如同劉姿君（2010）的

研究結果相同，在專業知識會由既有的人際關係為優先尋求的對象，若是工作中

的問題，則會傾向於熟識的同學或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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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就是借款阿！創辦的話，大概在前半年到一年會跟朋友、親戚

借，倒是沒有跟銀行貸款。」（A：138-139） 

「我們遇到資金的問題的時候，基本上是當初我們第一個 case 是三年

前，我們一個 IBM 的同事投資我，然後他就是跟我聊一聊就是他要捐我

錢，他要投資我第一筆資金大概八十萬，讓我撐到了我回 IBM 上班的那

一年，那後來的部分就是用我自己的在 IBM 工作的時候去跟銀行借貸，

就資金的部分。」（J：86-89） 

「但也不能說是困難，就是你可能有需求，今天有這個需要，像是今天

辦公室要變大，朋友剛好要租房子，我們就一起合租，他利用他的關

係，幫我們找到一棟房子，我們就可以一起合租，所以說一定是你有需

要，那這個需要可能是現在產生的，也可能是過去一兩年前產生的，那

個時候沒有遇到適合的人能夠支援，可是有一天就看到合適的人，然後

就談一談，也許就過去了，所以說他是不斷的往前。」（D：111-115） 

「包括 OO，其實上上禮拜我也在問他一些問題，跟支援的問題，跟公

司經營的狀況，因為很多人其實他有很多的經驗，不管是實務或是理

論，甚至他有一些行銷的方式，他都能給你很大的幫助。」（L：122-

124） 

「那我覺得是困難的時候，我覺得要看人的特質，如果你覺是無法掀開

的那個資訊的話，你可能就只會選擇找你的好朋友講。」（N：274-

275） 

 

（二）、保持理念，吸引對此認同的人 

相信你的人會跟隨你，受訪者 E2 表示好的東西自然會有人來，有時候堅守

自己的理念與想法，反而會解決一些問題，受訪者 K 提到公司要成立初期，投資

的人聽到自己的想法後，覺得不錯才投入資金，讓公司得以順利運作。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我覺得就是一個價值跟使命感在那個地方，大家

自然而然會被那個感動，真情、真心、真意的那種去感動的時候，就會

想去做，就會有熱情，我覺得這是一個最漂亮的地方。所以人力的部

分，我覺得自己會，你只要是好的東西，自然就會有人會來。」（E2：

2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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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就是很感謝這些人一開始投注資金，所以才有這家公司，所以

我覺得努力之外，有時候可能也要運氣的幫忙，就是剛好有人聽到之

後，他覺得真的不錯，他們願意拿一些自己的錢來成立這家公司，然後

運作。」（K：131-133） 

 

（三）、公司內部之參與式團隊合作與溝通 

良善的公司制度，遇到困難時，可以透過董事會或是同事、夥伴之間的溝

通，解決問題。受訪者 H 表示公司遇到困難時，董事們提供的意見，讓公司得以

找到解方。受訪者 K 也有同樣的感受，因為提供意見者，經歷豐富，所能設想的

比自己所看的層面更廣，所以更能有效的解決問題。受訪者 I、N 則是強調公司

內部的夥伴之間，應適時討論，同在一條船上，遇到困難應該共同解決。此點如

同 Austin、Stevenson 與 Wei‐Skillern （2006）及楊銘賢等人（2009）的研究所

示，社會企業創業者應對於內部的關係網絡十分看重。 

「我們很幸運有一個很好的董事會，董事們可以提供好的協助及建言。

我們也很幸運有一個好的會計師，在我們有困難的時候他能給一些建

議，協助我們解決問題，並少走很多冤枉路。香港的話更不用講。我還

去德國，OOOO 的總部，也請教過他們很多問題，他們也給我們很多協

助。」（H：63-66） 

「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營運很正常的，就是還不錯的，所以我如何解決

遇到的問題就是跟自己的夥伴一起解決。」（I：71-72） 

「我們覺得就是一家店面，可是這些主管可能在社會上，經歷都非常豐

富，可能都是大公司的總經理什麼的，那他們就提出了不同概念，所以

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K：124-126） 

「因為其實你會遇到你的夥伴會有過不去的時候，所以你要不斷的去了

解他的狀況，然後要跟他討論。」（N：4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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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之中，團隊是非常重要的，受訪者 M 表示團隊的重要性，尤其在緊急

事件發生時，更顯得重要，彼此的溝通、運作都像是螺絲釘，缺一不可。受訪者

N 表達其對團隊的看重，固定的一個時間週期，必須和團隊溝通事情，了解每個

人的狀況。這樣的方式，在遇到緊急狀況時，亦能及時掌握情況，妥善解決問

題。 

「所以其實就是不管資金的運作、人員的調度還有這些緊急情況，就是

其實都是要發揮很大的團隊精神。」（M：149-150） 

「就是自己團隊的夥伴遇到什麼樣的狀況，要定時的去關心，所以我們

公司有一個非常好的文化，就是說我們會跟，自己在關心的業務的區塊

的夥伴，我們定期個別的 interview，至少要講上電話啦！或是面對面的

來談事情，這是我們會做的事情。」（N：410-412） 

 

（四）、善用人脈資源 

平時所累積的人脈資源，遇到困難時方能派上用場，受訪者 B 則表示，平常

就與外部團隊有持續的合作，因此在執行相關計畫時，若遇上問題，會從中尋求

對方的協助。受訪者 N 表示多認識不同的人，遇到問題，需要諮詢時，即可在第

一時間，透過電話溝通，了解問題並找到解決方法。 

「當然我們會針對行銷、業務、教育這幾塊，其實都會有外部的團隊在

合作，那可能就是我們有問題，我們就會去請教，或請他們來做教育訓

練其實都有。」（B：235-236） 

「然後有問題的時候，第一線就諮詢你，因為大概人脈裡面有會計師、

律師，然後又有一些神奇的人，所以你會發現說有很多個不一樣角色的

人在我們的公司裡面，或者是跟公司緊密合作夥伴裡面，一通電話就可

先溝通第一手資訊，然後後來二手資訊會有一些其他的東西，連帶看就

在下去找。」（N：28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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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曾經與政府有過合作的互動，也會被政府列為未來合作的相關名單中，受

訪者 B 表示，與政府合作的過程中，政府會針對不同領域，派遣相關人員前往洽

談，透過問與答的方式，解決有所疑慮的問題。受訪者 C 同樣提到應與政府或相

關人士建立關係，社會企業必須和他人有合作，遇到困難時，這些都會是解決的

重要人脈。受訪者 K 即是在合作的過程中，與對方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後續的

公司營運上，也與對方成為互助的關係。 

「有時後是專案的合作，因為像現在政府有很多時候，比如說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現在很多會針對社會企業跟企業間的媒合，所以他們可能有

這樣的專案出現，我們就會被列入合作的名單，然後他們就會針對行銷

業務、財務幾個方向去跟我們討論，可能每週來一次，那請我們提出問

題等等，大致會有這一些算是尋求協助的時候。」（B：249-252） 

「就是說身為社會企業，其實是非常需要跟別人合作聯盟的，不是說你

去尋求協助，我覺得這個好像太表面，太單方面了，而是說你怎麼樣跟

別人結盟，結盟會是比較好的字眼啦，就是說互相搭配的情況下，你絕

對不可能自己去完成社會企業，比如說你要建立很多關係，建立關係這

樣說也會好一點，跟政府跟企業或者是跟你的客戶，這些都算是建立關

係，然後在這樣的連結關係裡面就夠找到一些往前走的路。那我覺得我

自己常常在，好像是前面以經沒有路了，或者是非常狹窄的時候，就因

為是好朋友，會讓我還有一條路可以走，我覺得這是社會企業不斷要去

克服困難的一個滿重要的態度和方法，就是你一定要跟別人要合作這

樣，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C：55-62） 

「因為我們會知道其他的服務也有人在做了，那其實我們就成為一個合

作夥伴就好，所以像我們跟這個 OO 互相幫忙，做一個合作的，他們做

居家照顧的，那我們就用合作的關係這樣。」（K：113-115） 

 

適當的參與相關活動，不僅可以開拓視野，讓自己在思考上能夠更多元，同

時亦可拓展人脈。受訪者 L 認為要持續的學習，不該有侷限於特定的領域。受訪

者 K 表示過去參與活動，會積極與活動中的人交換想法，也因為自己的這個動

作，因此累積了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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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第二個部分是說，除了去做回饋或是做公益這件事，協助別人以

外，我覺得有很重要的其實是幫助自己再有成長的機會，因為有時候你

做的越多、接觸的越多、參與的越多，你會學到更多，但是如果我們都

是故步自封，或是我只是做我自己的話，我覺得會侷限在一些想法跟侷

限在一些領域上，那你其實沒辦法做得很開闊，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

還有機會的話可以嘗試更多的事情。」（L：181-185） 

「那時候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所以我們從 mail 寫信大概到真正

碰到面，可能花了兩三個月，中間都是 mail 交流，要不然就是電話，因

為他也很忙這樣子，我們也是後來一直找，當然這過程中也很感謝很多

人，就是大家會人找來之後，我覺得會對這個社會企業會更了解，就是

因為 OO 大哥其實他有什麼活動，或是他們私下有什麼小聚，就會邀

請，就變成這樣子認識很多人。」（K：108-112） 

 

（五）、積極尋求資金 

遇到資金困難時，受訪者 G 選擇向其他國家尋求資助，而受訪者 N 則是請

向找尋相關計畫去申請。 

「國家也不會給你、投資的人說你沒賺錢，所以我只能往外跑，往香

港、馬來西亞、大陸去找資源、策略和方法，人家外面的環境會比我們

還要多，我們的公益還是偏向捐錢。」（G：169-170） 

「那資金的話，是看人家說有哪些計畫，我們就去申請看看，然後就靠

實力爭取。」（N：332） 

 

（六）、建立遇到困難的解決路徑 

平常的準備，對於日後遇到困難時會產生很大的效益。受訪者 C 表示平常與

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當走到困境之處時，往往能幫助的人會是這些好朋

友。而受訪者 L 表示自己平常就會積極尋找認識不同的人，為了日後可能遇到問

題時，可以盡速找到能協助解決的人。受訪者 N 則是建立一套解決問題的方式，

透過這樣的模式，為公司避免掉許多問題，同時縮短遇到問題，解決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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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建立很多關係，建立關係這樣說也會好一點，跟政府跟企業或者

是跟你的客戶，這些都算是建立關係，然後在這樣的連結關係裡面就夠

找到一些往前走的路。那我覺得我自己常常在，好像是前面以經沒有路

了，或者是非常狹窄的時候，就因為是好朋友，會讓我還有一條路可以

走。」（C：60-68） 

「其實我們一路上，包括我一路上都一直在找適合跟可以解決或是協助

我們解決問題的人，尤其是在人。」（L：12-122） 

「我讓整個做事情的體系是有可以諮詢，跟解決問題的模式，然後從做

中學，所以你問題產生的時候你會知道要打電話給誰，然後請他們看完

了之後，回來繼續把東西做好，用這種頻繁式的交流，然後這兩個人跟

我形成三人小組，所以我要不斷的去確認他的事情有沒有完成，確認

完，我知道問題在哪裡的時候，我馬上知道要去問誰最快。」（N：298-

302） 

 

三、社會企業創業者之知識網絡與交流 

知識的接收與給予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是教學相長，針對受訪者所提及之交

流，本研究將其繪製成圖（詳見圖 4-4-1），圖中以社會企業創業者為中心，他們

所接受到的資訊可分為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顯性知識中含括國外資訊，如執行

計畫前，參考國外案例；期刊論文，如成立前期會閱讀相關領域文章；研討會，

如參與相關領域所舉辦之研討會；學術單位與政府機構所提供相關的課程與規

範。隱性知識的部分則可分為內部與外部，內部含括團隊成員彼此間的討論、董

事會所提供之意見、會計師給予的領域知識等，外部則包含朋友之間的想法交

流；非公司編制人員，如教育團隊人員協助活動籌劃、另外配合的會計師和律師

也會提供相關的專業知識；政府方面如有計畫合作，會在過程中針對提供相對應

的輔導，協助解決問題，即使計畫結束，政府執行會舉辦相關活動時，也會再次

與其合作；而參與研討會以及活動時，會積極利用此契機，認識相關領域人員，

拓展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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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知識的給予，社會企業創業者參與公益活動，於會場中雖屬於付出者，

卻也會接受到對方的回饋，是一種無形間的收穫；演講的過程中，分享自身經歷

或知識，但在問與答之間，社會企業創業者亦會得到各種回饋，使其延續問題的

思考方向，甚至得到更多的啟發；夥伴團體與合作聯盟亦有同樣效果，合作中絕

不會只有一方受惠，看似的付出，都能從中得到回贈，也許是其對於資訊和知識

的對待方式不藏私，一種互惠的想法，不會刻意思考能夠得到多少，而是傾向於

能夠給予和交流時，就和對方互相分享。 

圖 4-4-1 社會企業創業者知識交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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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據 Haythornthwaite （2006）所提出的九種學習關係修正部分內

容，以受訪者所屬之類群為分析對象，並針對受訪內容中所提及知識交流，劃分

為六種學習關係： 

1.領域知識：了解社會企業領域的交流，並從中獲得資訊與知識。如詢問領域專

家、參與相關研討會。 

2.過程知識：做某一件事，或針對某一個議題討論其方式和想法。如參與相關活

動時、執行計畫、會議討論。 

3.學習關注：學習特定的事物，或持續關注相關議題，從中累積知識，如網站瀏

覽、課程參與。 

4.計畫合作：與政府或合作單位執行共同計劃時的交流，如政府輔導。 

5.網絡關係：團隊之間的溝通，以及與朋友間非正式的交流，如私下聚會。 

6.管理行政：公司管理相關行政業務範疇，如資金籌備、員工管理。  

針對其所提及到的接收資訊資源與幫助他人之經歷，統計受訪者人次後，學

習關係分布的結果如表 4-4-1 所示。接受和付出的同時皆會得到回饋，給予對方

資訊和知識的過程中，亦能由對方的回應中獲得其他訊息，不會僅有單方的付

出，而是雙向學習。工作整合型在接受資訊資源中，皆會留意領域知識（3 位）、

網絡關係（3 位），次要則是過程知識（2 位）、學習關注（2 位）；幫助他人中，

則會針對領域知識（3位）分享自身所知的資訊與知識。社區發展型在接受資訊

資源中，對於領域知識（3位）、學習關注（3位）、網絡關係（3位）皆有其學習

關係，而對於過程知識，不論是接受或是幫助，都是該類型看重的學習過程，透

過參與相關活動，從中獲得無預期性的回饋，服務產品型也同樣注重，而社會合

作型也有多位有此關係的學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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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創業者多為接受資訊資源，且普遍表示領域知識（100%）是學習關

係之關鍵，次要則為過程知識（86%）、學習關注（86%）、網絡關係（86%）。幫

助他人中，約七成的受訪者表示過程知識（71%）為主要的類型。而接受資訊資

源與幫助他人中，透過計畫合作（21%、7%）做為學習關係都是少數者。 

 

表 4-4-1 社會企業創業者學習關係分布 

註： 

1：依受訪者類型區分：工作整合型 3 位；社區發展型 3 位；服務產品型 2 位；

社會合作型 6 位。 

2：小計以總人數 14 人換算其所占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施與受 

類型 

社會企業

類型 1 

領域 

知識 

過程 

知識 

學習 

關注 

計畫 

合作 

網絡 

關係 

管理 

行政 

接

受

資

訊

資

源 

工作 

整合 
3 2 2 0 3 0 

社區 

發展 
3 3 3 1 3 2 

服務 

產品 
2 2 2 0 1 2 

社會 

合作 
6 5 5 2 5 3 

小計 2 14(100%) 12(86%) 12(86%) 3(21%) 12(86%) 7(50%) 

幫

助

他

人 
工作 

整合 
3 1 1 0 1 1 

社區 

發展 
2 3 1 1 1 1 

服務 

產品 
0 2 0 0 1 0 

社會 

合作 
2 4 2 0 5 1 

小計 2 7(50%) 10(71%) 4(29%) 1(7%) 8(57%)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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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由受訪者的回覆中，發現社會企業創業者以幫助他人為核心動力，就算當下

無法立即伸出援手，也會盡自己所能去幫助，若是有可以協助的地方，其心態是

抱持著不藏私，願意與他人分享資訊的。幫助他人的同時，並非只有接受幫助者

得到問題的解決，伸出援手的一方能夠得到的回饋是相對等的，因為在施與受的

交流過程中，不論是哪一方都會有所收穫。 

遇到困難時，他們也會受到幫助，部分受訪者表示親朋好友會協助他們，但

有時人脈有限，因此面對困難時，社會企業創業者表示首要注意的事情，是保持

個人的理念想法，因為這是核心理念和初衷，認同此理念者亦會轉變為人脈資源

之一。再者，團隊成員會是強大的後盾，上至董事會，下至公司同仁，當遇到問

題時，可和既有認同理念的夥伴討論解決方式。每次所遇到的困難，都是成長的

一個機會，從中累積的經驗，建立出特有的一套解決方式是其重要的最終目的。 

社會企業創業者對於公司內外部都同要看重，因為對其而言，人是社會企業

當中最為重要的要素，所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多環繞於人。如本節中所發現的，

受人幫助的過程中，透過親朋好友、公司內部討論、善用人脈資源等，都是以人

為出發點。幫助他人的部分，也許認為自己尚未能夠幫助他人，但只要有餘力，

絕對會付出一己之力，幫助他人的同時，自己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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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為探討社會企業創業者所具備之人格特質，藉由社會企業創業者創業、經營

的心路歷程中了解其資訊行為、知識交流過程中施與受的狀況，以及面對問題時

其解決之脈絡。本章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以及研究結果分析，統整研究結論，並

提出建議與未來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研究，獲得受訪者寶貴之心路歷程，結論如下： 

 

一、充滿熱情並保有理性思考 

社會企業創業者多數具備感性的情感，起始點是熱情，抱持的熱忱是面對挑

戰的支持力量，但必須在感性和理性之間找到平衡點。因為有熱情才能持續走下

去，雖然看似充滿感性思考，其實其兼具理性思維。身為社會企業創業者清楚地

認知空有理想是無法成大局，資金、經營方式與人員管理等，這些一般企業所重

視的環節，社會企業創業者都需考量其重點，不同之處在於公事公辦的處理過程

中，夾帶更多人性化之感情，更具彈性看待相關業務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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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幫助他人、關懷社會問題，具有樂觀心態 

幫助他人是社會企業創業者的特色之一，社會企業創業者認為幫助他人這件

事情是雙向的，而心存感念，若有能力所及之事，也應不遺餘力去協助他人、回

饋社會，讓這樣的互助關係得以延續。而看見社會問題是社會企業創業者創業的

起因，多數人會置身事外，但是他們選擇挑戰問題，深入探討該問題的起因與合

適的解決方法。社會企業創業者看見社會問題不會視而不見，縱使自己無法立即

對此有所改善，仍保有樂觀的心態。 

 

三、內外在動機影響其設立社會企業 

創立社會企業的契機，源自於自身曾經的經歷，主要可區分為內外在動機，

內在動機為個人本來就想創業、想回饋社會；而外在動機包含過去工作曾有過類

似的經驗，如曾接觸過社福單位、弱勢團體等非營利組織，或接觸過個案的弱勢

者等，另還有因家人或朋友等影響，皆造就社會企業創業者跨足社會企業領域。 

 

四、資訊資源首重人際資源，政府與網路資源次之，少見學術資源 

社會企業創業者重視人際資源，找尋資訊資源的方式多透過人際關係，除了

「實體的人際交流」，亦有「虛擬的社群網絡」。遇到問題時會在原有人脈內找尋

相關領域人士，平時亦會參與社會企業相關活動，如展覽、演講、研討會等，從

中積極認識相關人員，並累積其人際資源。另會瀏覽社會企業領域相關者於網路

社群所發布之訊息，注重第一手資訊的獲得。政府單位所提供相關計畫的輔導與

合作，對於部分社會企業創業者也是重要的資訊來源。相較之下，學術資源對於

社會企業創業者不是主要的資訊來源，鮮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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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面對困難不畏懼，將其視為學習歷程 

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而言，困難是學習的過程，更是一種挑戰，經營公司難

免會遇及問題，其類型包含資金籌措、資訊缺乏、角色轉換的適應、價值觀差異

等。透過公司內部團隊成員間的互相討論，或是透過外部資源解決問題，這些過

程中都是一次學習，從做中學，不僅可以得到新的想法，亦能藉此建立面對阻礙

困難時，獨有的一套解決方式。社會企業創業者面對困難不逃避，將其視為成長

的環節，即使當下無法立即解決，也一定會在某個時間點找合適的人或方法能夠

突破。 

 

六、建立獨有之解決途徑以累積經驗知識 

問題解決之道，除了個人心態轉換與堅持努力之外，社會企業創業者必須清

楚掌握人脈與相關資源，解決的途徑與方式取決於創業者，要能夠整理並彙整解

決的過程中所運用到的所有資源，利用何種方式、哪些關鍵人物、透過相關單位

等，若下次遇到相似之問題，方能更快速的找到解決方式。每一次的過程都是累

積經驗的關鍵，而這也是公司重要的知識源，應妥善建置相關解決紀錄，藉此為

公司保留寶貴知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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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習關係類型多元，領域知識是學習關鍵 

社會企業創業者學習關係類型多元，包括領域知識、過程知識、學習關注、

計畫合作、網絡關係、管理行政等。本研究分別以施（幫助他人）與受的角度來

分析，「接受」領域知識是不可或缺的，但僅半數社會企業創業者表示曾經「施

（幫助他人）」領域知識。過程參與中，和他人交流或意見分享對於社會企業創

業者是快速學習的方式，能夠從中獲得的啟發廣泛，因此藉由網絡關係中得到訊

息亦是其重要的學習關係。八成以上社會企業創業者表示曾經「接受」過程知識

與網絡關係，而約六、七成曾經「施（幫助他人）」過程知識與網絡關係。此

外，約半數社會企業創業者「接受」管理行政知識，但僅二成社會企業創業者曾

經「施（幫助他人）」管理行政知識。其中與政府或合作單位執行計畫合作，不

論是施（幫助他人）或受的角度而言，均屬少數。對於社會企業相關訊息也持續

關注，保有學習力以及好奇心，而非故步自封，侷限於特定關注的議題，廣泛的

涉獵訊息與追蹤訊息都是社會企業創業者持續學習的方式。 

 

八、知識網絡交流過程，收穫大於給予 

知識交流往往是雙向的，在參與活動、出席演講、合作聯盟這些過程中，社

會企業創業者帶著互惠、不藏私的想法，與他人分享做法與經驗，從中學習到無

法預知之知識外，也藉由他人的問題和回應獲得更多啟發。社會企業創業者是得

到知識多於給予，隱性知識之類型較多元，且重要性高於顯性知識，隱性知識來

自公司內部與外部，內部來自同仁間的討論，外部的隱性知識則來自朋友、合作

的夥伴、政府單位的輔導過程提供的協助、律師協助相關法律規範、會計師事務

所的稅務服務等，都是社會企業創業者解決問題的重要管道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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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 

一、學術貢獻 

本研究參考 Perrini 與 Vurro（2006）社會企業創業之過程，了解社會企業創

業者創業過程寶貴之心路歷程，針對其最初創立之心境，發掘所具備之人格特

質，以及公司經營過程所運用之資訊資源。藉由施與受觀點，探討並繪製社會企

業創業者知識交流圖，區辨其隱性與顯性等不同類型知識，試圖建構其知識網絡

架構以利後續研究參考。 

另以 Haythornthwaite （2006）之學習關係分佈的研究結果為基礎，藉由施

與受的觀點了解社會企業創業者的學習關係，發現社會企業創業者相當重視領域

知識，其次對於過程知識，在幫助與協助他人的過程中，自身也同樣得到回饋，

此種互惠的學習關係，對於社會企業創業者而言是教學相長。 

 

二、實務貢獻 

本研究受訪者回應創立初期尋找資訊最為困難，本研究綜整分析社會企業創

業者所遇及之困難，以及相關解決方式、面對之心態等資訊，可提供社會企業創

業者能在探索期相關參考資訊，以藉由該領域前輩之經驗，修正所遇問題時，處

理過程中之方式。 

可藉由本研究探討該群之人格特質、資訊行為等，初步了解社會企業。社會

大眾若對社會企業的認知與接受度提升，政府實施相關計畫得以獲得更多支持，

社會企業在宣傳的過程中也能增添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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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以供社會企業與相關單位、人士參考，其

說明如下： 

 

一、學術界與業界加強溝通，促使社會企業良好發展 

本研究中鮮少社會企業創業者利用學術單位相關資料，多位表示創業初期資

料資訊較少，甚至有認為學術界所提供的資訊不符所需。社會企業發展的過程與

其他領域相比，仍是新興領域，但隨著越來越多人參與其中，以及政府也提供輔

導機制，這是一個還在發展中的領域，建議學術單位，如大專院校等相關系所，

以及相關研究人員能加強與社會企業實務工作者之對話與溝通，研究人員可多考

量業界實務因素於學術研究中，並為實務工作者推薦實用的學術資源與理論模

式，理論與實務相輔相成下，希望能促使社會企業帶來更好的發展。 

 

二、政府單位推動相關政策，需積極推廣與協助輔導 

社會企業至今仍未有相關法令規範，政府應積極協助設立明確規範，以利於

社會企業創業者有規範可循。目前行政院以及國家發展委員會皆有針對社會企業

進行相關計畫與活動規劃，也發行相關期刊，應廣為推廣，讓社會企業創業者多

以利用閱讀，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亦推動「社企型公司進階推動計畫」，盼能達到

良好的效果。同時應持續舉辦相關活動，讓社會大眾能參與其中，藉由活動能快

速讓大眾瞭解並認同社會企業。社會企業試圖為國家提供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

國家政府也應對其予以最大的支持度，協助新創之社會企業，輔導經營中之社會

企業，亦能促使社會企業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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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探究社會企業創業者之人格特質、資訊行

為、知識交流施予受交流關係。礙於研究者人力、時間有限，研究尚有不足之

處，於此節提出後續研究建議，以供未來相關研究人員參考。 

 

一、擴大研究對象範圍 

本研究受限研究方法，僅能深入訪談部分代表性受訪者，且未能訪談到所有

不同類型之社會企業創業者，日後相關研究可以擴大研究對象類型與範圍，針對

更多不同類型的社會企業創業者深入了解其內在想法。亦可針對不同時期創立之

社會企業作為研究對象，了解不同時期之社會企業創業者所運用之資訊有何差異

不同。 

 

二、採用量化研究 

本研究為深入探討社會企業創業者之心路歷程，從中發現其特點與資訊行

為、知識交流，僅能以小樣本了解部分社會企業創業者，而社會企業近年來有越

來越多人參與其中，建議後續研究可以藉由全面性的大樣本量化研究，透過問卷

調查方式獲取更多社會企業創業者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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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一、 請問您認為社會企業的創業者應具有哪些特點 

 請問您覺得需具有哪些特徵或個性？自己擁有哪些呢？ 

 請問您覺得他們具有哪些優缺點？與自己有何不同？ 

 請問您面對困難時的處理態度為何？ 

二、 請問您設立社會企業的背景為何 

 請問創立社會企業前您曾有過哪些工作經驗？ 

 請問過去的工作經驗中有促使您設立的原因嗎？或是有其他原因？ 

三、 請問您在接觸社會企業的過程中，利用過哪些資訊資源 

 請問剛創立社會企業時，查找過或蒐集過哪些資訊資源（資料）？ 

 請問在目前的營運過程中，查找過哪些資訊資源（資料）？ 

 請問會持續關注哪些資訊？ 

 請問這些資訊的來源？ 

四、 請您分享過去曾為了解決困難而尋求他人幫助的經驗 

 請問您在遇到哪些困難（資金、人力等），需尋求他人幫助？ 

 請問您從中學習到哪些事物？ 

 請問您在尋求幫助的過程中曾遭遇過哪些困難？ 

━ 請問您最後如何解決遇到的問題？ 

五、 請您分享過去曾幫助他人的經驗 

 請問您上次或曾幫助別人時的情況為何？ 

 請問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從中學習到哪些事物？ 

 請問您在幫助對方的過程中曾遭遇過哪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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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敬啟者： 

您好！我是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李夢筑，目前正從事碩

士論文的研究，題目為「社會企業創業者之資訊行為與知識交流研究」，研究的

目的主要是了解何謂社會企業與多元的類型，探討社會企業創業者所具備之人格

特質與價值觀，分析社會企業創業者資訊行為、知識交流之脈絡。 

本研究的訪談内容主要有關您於創立社會企業的過程中，資訊需求與知識分

享的狀況，訪談時間約需花費您 1 小時，為求真實且完整呈現您的意見，訪談過

程將徵詢您同意後予以錄音記錄，以便於後續資料整理與分析工作執行，希望您

同意並惠予協助。您的意見對本研究至為重要，日後資料呈現亦將以保障您的權

益與隱私為最大考量，敬請放心。 

最後，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意見與疑問，歡迎您隨時與研究者聯繫或反映。

為了保障您的權益，若您同意參與本研究，請您於下欄簽名，感謝您！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論文指導教授：黃元鶴 

碩士班研究生：李夢筑 

聯絡電話：0939-255-431 

E-Mail：gmon316@gmail.com 

 研究生：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 

 

 

    本人同意參與碩士論文「社會企業創業者之資訊行為與知識交流研究」之訪談並

同意研究者於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以利後續資料整理與分析工作執行，惟訪問内

容僅供此研究運用，並須於整理後作匿名處理始得發表。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 （簽名） 

  中華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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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資料轉錄編碼表 

分析概念 出現相關關鍵字(或類似語義)或情況時，即歸入該項 

人格特質與

價值觀 

熱情 熱情 

理想 理想性、理想、充滿一種想法 

堅持 堅持、屹立不搖、跌倒跑向終點、馬拉松賽跑 

關懷 發現社會問題，認為需要改善、注意到弱勢者需求 

樂觀 樂觀、正向、我可以做到、快樂 

幫助 幫助別人、幫助 

溝通 溝通、言語談話、交流過程 

合作 合作、合作文化、共同完成 

管理 生意人、商業模式概念、建構管理方式 

不刻意改變 不強迫、不改變他人想法、不影響別人 

資訊行為 

工作經驗 曾經做過、之前的工作、以前工作、工作經驗、擔任過 

設立原因 
想創業、回歸群眾、託付、過去工作影響、接觸過弱勢

者、朋友邀請、家人參與 

人際交流 

原本人脈關係、有很多朋友、人脈資源、向人詢問、關注

相關人士、人可以幫你很多、認識相關人士、和他人交流

對話、團隊溝通 

社群網絡 臉書、FaceBook、FB 

國外資訊 參考國外經驗、英國報告、國外研討會 

學術資源 期刊、論文、書籍 

面對困難 

心態 

事情都可以處理好、可以從過程中學到東西、不會有辦不

到的、基本上沒有困難、不能說是困難、就是一個過程、

不介意結果 

困難點 比較大的問題、最大的困難、有問題、缺乏東西、困難 

解決方式 
想辦法說服自己、突破困難、重新調整、去做調整、努力

解決問題、沒辦法解決、事前做好預防 

知識交流 

幫助他人 

幫助別人、幫助、不敢說是幫、能夠幫忙、不一定幫的上

忙、分享經驗、演講分享、能夠幫的就盡力、我可以幫助

到、有需要就幫忙、不吝嗇幫忙、付出、盡一點心力 

接受幫助 

親朋好友幫助、找好朋友、有人投注資金和資源、董事會

給建議、團隊成員共同討論解決方案、有問題找相關的人

詢問、政府合作給予輔導、信件往來交流 

互惠 
幫助別人，但是覺得自己才是被幫助的、教學相長、互相

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