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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社會企業之組織型態及相關議題備受重視，而本研究以資源基礎理
論和管家理論之觀點，探討社會企業具備哪些因素能夠使公司持續營運。本研
究採用個案研究法，實地訪談四家社會企業領導者。接著將訪談內容謄寫成逐
字稿做為研究資料，並將研究資料加以編碼後進行理論驗證，最後針對研究發
現推導出命題。
研究結果發現：就個人層面而言，(1)社會企業領導者擁有良好的人際網路
關係、組織成員所具備的過往累積經驗，以及公司內部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之
員工訓練機制等人力資源，能夠使公司持續營運。(2)社會企業之組織成員具有
管家行為的展現有助於公司持續營運。(3)社會企業之組織成員具備以公司利益
為優先或以公司長期導向為首之認知，以及社會企業領導者對組織具有高度承
諾之情感，能夠使公司持續營運。就組織方面，(1)社會企業具備良好的顧客關
係管理、行銷策略、高效率的作業及服務能力、研發新產品以及開發新市場之
能力、良好的供應端關係管理與管理機制等技術性資源，能夠使公司持續營運。
(2)社會企業具備控制之機制、擁有良好的內部協調、因應外在環境影響之變革
與危機處理的能力、持續改善之能力等組織性資源，能夠使公司持續經營。(3)
社會企業具備良好的商譽能夠使公司持續營運。(4)社會企業具備員工管理之控
制系統以及使組織成員深入認識並認同組織之報酬系統，能夠使社會企業持續
營運。
關鍵字：社會企業、資源基礎理論、管家理論、個案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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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al enterprise and related issue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his study adopts the view of resource-based theory and stewardship theory
to explore what factors will affect the social enterprises continuously operating. This
study is based on a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involves the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the four leaders of social enterprise in person. The interviews are then transcribed into
transcripts as research data, it is then verified after the research data is encoded.
Finally, the propositions ar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results shows that on an individual level:
(1) The leaders of social enterprises have a good interpersonal network, and
hav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in the past with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the company also has trained professionals with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to
allow the company to continue operating. (2) Members of the social enterprise who
have the stewardship behavior can help the company to continuously operate. (3)
Members of the social enterprise have either the cognition of interests in the company
as a priority, or the cognition of the company’s long-term orientation. The leader of
the social enterprises possess a high degree of commitment resulting in continual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On an organizational level:
(1) Social enterprises have good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marketing
strategy, high efficient capacity for operating and servicing. The ability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and develop new markets, as well as good 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d related management mechanisms with the suppliers. This en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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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ny to continue operating. (2) Social enterprises can continue to operate
when they have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such as the mechanisms of control, good
internal coordination, the capability to cope with change management and crisis
management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apability, etc. (3) Social enterprises must have a good reputation to
enable the company to continuously operate. (4) Social enterprises have staff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 and the reward systems which can let employee more
deeply understand organization and identify organization, in turn, these systems allow
the social enterprise continuously operating.

Key Keywords: Social Enterprise, Resource-Based Theory, Stewardship Theory,
Case stud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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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第
三節說明研究流程；最後第四節則說明論文結構。茲將各節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下，歐美各國開始無法藉由公共資源或社會福利之
力量，解決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對此，企業開始介入解決公共事務，並與
政府建立夥伴關係，然而企業受制於市場供需機制無法有效運作的問題，例
如在需求上無能力購買、在供給上無意願製造等現象，使得企業也不願意介
入。在政府及企業兩大部門都無法解決社會問題的同時，非營利組織開始介
入，但基於財源上的限制，非營利組織無法順利提供足夠的能力及資源去解
決社會問題，也就是所謂的志願失靈。而這些重視社會福利制度之國家，在
藉由政府、企業及非營利組織三大部門之幫助，均無法有效解決社會需求
時，這時出現了一種新型態的組織，即社會企業，並寄望藉此來解決社會需
求(鄭勝分，2007；胡哲生、陳志遠，2009)。隨著近幾年失業問題及貧富差
距、食安危機等社會問題的發生，這些於歐美國家興起的社會企業之企業型
態，也被引入於國內，並掀起一陣風潮。
社會企業係藉由商業性的賺錢策略來獲取組織經營所需的資源，以實現組
織的慈善或社會使命者。近年來隨著社會企業之組織型態及相關議題備受重視，
許多學者之研究也逐漸針對此議題進行探討；除此之外，社會企業創業在台灣
也有越來越多的趨勢，例如為宣揚公平貿易組織理念而進口該組織公平價格的
咖啡產品，並自行開咖啡館宣揚理念的「生態綠」，以及從英國雜誌《The big
issue》授權品牌移轉經營技術的《大誌》雜誌，幫助街友們獲得一份收入，並
幫助他們從中重拾自尊走回社會。
另外，政府也將 2014 年定調為「社企元年」
，積極催生各樣社企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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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濟部、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於 2014 年共同推導之「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共投入 1 億 6,120 萬元，預計輔導 100 家新創社會企業、協助至少 50 家社會企
業參與國際論壇、完成 200 件社會企業輔導案例、辦理 8 項以上社會企業法規
調適案件等；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也於 2015 年 9 月通過「行政院國家發展基
金協助社會發展投資作業要點」
，由國發基金匡列 10 億元協助國內社會企業之
發展。由以上資訊可見，不論是社會、政府或學術單位皆越來越重視社會企業，
也企圖以其來解決許多社會問題並藉此創造社會價值。
近年來台灣的社會企業數量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然而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
相同，在營運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一些營運困難。我們以西班牙為例，在 2012
年時，隨著經濟衰退的影響，大批的社會企業因為消費內需的減少而倒閉。藉
由上述資訊，我們清楚知道社會企業也會受外部環境的影響，承受諸多的營運
難題，甚至是面臨倒閉的危機。因此，本研究想要了解的是社會企業內部究竟
具備哪些因素，能夠使其持續營運，並順利的實現組織的社會目的。檢視以往
國內學者對社會企業進行探討的相關研究中，多以探討社會企業的概念、社會
企業創業精神(鄭勝分，2007；呂朝賢，2008)，或是以策略面探討社會企業的
商業模式(蔡麗容，2012；陳淑娟，2013；成玟儀，2014)，以及創業歷程(梅海
文，2009；施俊吉，2013；黃姵璇，2014)，但從組織內部探討社會企業在面臨
營運方面的難題時，是否可以藉由某些因素使其持續營運之相關研究較少。故
本研究將從資源基礎理論與管家理論之觀點，探討社會企業究竟具備哪些因素，
使得組織能夠持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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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社會企業於近幾年呈現逐年遞增的情況，但在外在環境的影響下，社會企
業也與一般的企業相同皆會碰到營運方面之困難，例如景氣不佳影響消費買氣、
同業的競爭壓力等。然而在面臨營運問題時，社會企業究竟是具備哪些因素，
使他們能夠持續地順利運作。
因此，基於上述的論述，本研究欲回答之研究問題為：
一、社會企業能夠維持持續營運之狀態所具備之資源為何?
二、社會企業能夠持續營運其組織成員所展現之行為為何?
三、社會企業能夠持續營運所具備影響管家行為展現之因素為何?
根據上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所要探討之研究目的為：
一、以資源基礎理論之觀點，探討社會企業內部具備哪些資源以及能力使公司
能夠持續營運。
二、以管家理論之觀點切入，探討社會企業之組織成員是否具有管家行為的展
現，使公司能夠持續營運。
三、探究社會企業具備哪些驅使管家行為展現之因素，使公司能夠持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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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此節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流程。首先，確定研究主題、動機及目的；其二，
蒐集相關文獻並加以整理，透過文獻整理以利了解研究主題的意涵及方向；其
三，依據欲研究的方向挑選適合的研究對象並進行訪談，訪談後進行資料整理、
分析以及驗證並推導出研究命題；最後，依據資料結果提出本研究的研究結論
與建議。茲將本研究之研究繪製如圖 1-3-1 所示。
確認研究主題

研究動機及目的

相關文獻整理

研究設計與個案選擇

個案訪談

將訪談資料彙整成逐字稿

進行資料分析與驗證並提出命題

結論與建議

圖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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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流程

第四節

論文結構

本論文將分為五章，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將介紹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研究問題與目的，並進一步發
展本研究之研究流程，最後針對本論文各章節之架構進行介紹。
第二章文獻探討，主要針對社會企業、資源基礎理論及管家理論之相關文
獻進行蒐集與探討。
第三章研究設計將說明選擇何種研究方法、為何選擇此種研究方法、研究
對象的挑選以及研究實施程序。
第四章個案研究發現與命題推導，將個案訪談後的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
並進一步提出命題。
第五章說明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包含研究結論、研究貢獻、研究建議與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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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訪談大綱


創立動機及目標和過程

1.

為什麼當初想創立『○○社會企業』?緣起?

2.

可以稍微談論一下『○○社會企業』成立的過程?



資源基礎理論觀點

3.

在公司成立後的運作過程中，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為什麼會發生?

【a.生產(產量不足)；b.行銷(宣傳效果或知名度不夠)；c.人資(人力不足或沒
有某方面人才、員工溝通)；d.研發(缺乏相關技術)；e.財務(現金周轉或需要
龐大的費用支出)】
4.

呈上題，當時是如何度過這個困難?



管家理論觀點

5.

執行長您平時都是如何與員工相處及互動?(會有晨會或是互動活動嗎?)

6.

會特別向組織所有成員提倡公司的理念及目標嗎?

7.

您對於『○○社會企業』的看法?(組織認同?)

8.

『○○社會企業』這個企業在您生命中對您的意義?(內在動機?)

9.

目前公司有做一些營運上的改變、或是嘗試嗎?目的為何?

10. 呈上題，那這些改變有帶給公司任何變化嗎?
11. 您對於公司未來還有想要做一些什麼改變、嘗試或是突破嗎?


其他

12. 員工人數
13. 年營業額
14. 產品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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