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
發掘高等教育在社會創業方面之潛能 
 
 
社會企業扶持機構 UnLtd 和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 (HEFCE) 在2009年到2011年間

領導了一個特殊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在高等教育機構實現社會創業的潛力。本篇報告紀錄

了此項百萬英鎊的投資所帶來的影響，以及來自70所高等教育機構所創造出來的200個新

興社會企業創投。它建立了在教職員與學生之間社會創業成敗的規模、價值以及關鍵因

素。本文所提出的建議，對在高等教育鑲嵌此方式及實現社會創業潛能上，都是極其重要

的。 





 
前言 
 
 
 
社會企業家是改變世界浪潮的強勁力量。現

在英國的新創企業中，有三分之一都具有一

個社會使命。當英國首相以及美國總統都在

強調社會企業的重要性時，我們理解到我們

可能正處在一個轉捩點。社會企業家位於社

會承擔及企業的新混合物的核心，他們是將

我們社會結合的黏著劑，也是社會創新強而

有力的驅動力。 
 
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機構 (HEIs) 發現，它們的

學生及教職員想要與此壯大中的運動有所連

結。從世界級的商學院，到較以就業為取向的

大學，社會創投競賽和培育計畫如雨後春筍般

出現，以探尋這股力量－而且許多英國的機構

都在引領這股潮流。 
 
UnLtd 和 HEFCE 非常高興能夠一起合作，推

出高等教育社會創業獎計畫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wards 
Programme)。在僅僅18個月期間，它就已經以

總經費平均僅5,000英鎊，直接地挹注200位社

會創業家；同時，它也直接激勵70個機構參與

這項新的方案。結果很令人興奮：那些為期六

個月至一年的方案，平均創造超過500位受惠

者、12位志工、2個工作機會以及額外5,800英
鎊的收益，其中並有90%的社會創業家表示，

此次經驗大大提高了他們經營風險創投的能

力。. 
 
此一措舉證明了社會創業使高等教育增加更多

價值。社會創業提高教學、研究的影響力以及

員工發展，這些效益在傳遞給學生時，會成倍

數地增加。四分之三的學生獲獎者認為，此一

計畫提高了他們的就業能力；而幾乎相同比例

的獲獎者認為，他們的社會企業創投有助於他

們的學業。在嚴峻的就業市場中，社會創業對

畢業生來說，是很重要的。它使他們在學業表

現之外，還能夠展現他們的領導能力，這是在

獲取工作上，極其重要的一環。它也開闢了創

業的途徑，超過80%的學生也打算在畢業之

後，繼續經營他們的社會創業。 

 
 
 
高等教育營運資金漸增地受學生的選擇傾向所

推動，反過來，學生所能獲得的利益則會影響

他們的選擇。支持社會企業家以及推動這項工

作的高等教育機構，將會吸引更多需求與資

金。 
 
我們還是需要克服許多挑戰：時間安排的衝

突，提升意識與了解，確保制度與流程適合這

個新的方法；還有，能維持動力以及能維持提

供扶助所需之精實基礎措施的未來資源。本報

告辨識了在高等教育機構成功推廣社會創業所

需之關鍵因素。它記載了活動的最佳組合：擁

有發展支援、領導力以及人脈網絡的小型創業

前期資金（種子資金），包括成功的社會企業

家與經常扮演榜樣角色的合作夥伴。 
 
高等教育機構內擁有取之不盡的才能與熱情，

這是一條可以使各個方位的大學生活從中獲益

的豐沛脈絡。在過去的十八個月內，這個由英

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 (HEFCE)、社會企業

扶持機構 UnLtd、高等教育機構 (HEIs) 以及社

會企業家所結合的合作關係，已經證明他們可

以達到的成就。我們接下來的工作，是看看可

以如何維持及擴張這股動力。每個人都應相信

－實現這個想法的時代已經到來。 
 
 
 
 
 
 
 
 
 
 
Sir Alan Langlands 亞倫•朗蘭茲爵士 
HEFCE首席執行長 
 
 
 
 
 
 
Cliff Prior 克利夫•普萊爾 
UnLtd 首席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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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UnLtd 
 
 
UnLtd 是提供社會企業家支援的主要供應者，也提供全球最大的社會企業人脈網絡。我們每年在英

國，透過我們的核心獎助金方案，資助超過1,000位個人，透過此方案也有成千上萬人受到影響。

我們的運作模式非常獨特：透過直接投資個人並且提供一套完整資源，從提供500至15,000英鎊的

資助，到持續提供建議、人脈網絡以及務實的支援等。 
 

關於英格蘭教育撥款委員會 HEFCE  
 
 
英格蘭教育撥款委員會倡導及擁護，在高等教育中良好且有特色的方案。我們與各地大學、學院以

及其他夥伴密切合作，以在教育與研究中，達到卓越成果並發揮影響力；我們也提供機會給那些有

能力從高等教育中獲益的人。我們的責任是發展政策、分配資金、保障品質以及確保適當地監督公

共資金運作情形。同時，我們也向商業、創新與技能大臣提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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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萬英鎊 

 
• 18個月 

 
主管摘要 

 
 
• 200個社會創投 
 
 
• 70所高教機構 

 
由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 (HEFCE) 資助、

社會企業扶持機構 UnLtd 執行的「高等教育機

構社會創業獎助計畫 (HE SE) Awards」，投入

100萬英鎊的投資，以在高等教育機構中，實現

社會創業的潛能。這個野心勃勃的計畫，從

2009年到2011年為期18個月，期間直接將

625,000英鎊及發展支援，授予200名教職員與

學生，以在英國70所高等教育機構 (HEIs) 內創

立社會創投。他們是個別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其

他更廣泛部門的榜樣，證明了在高等教育環境

中，支持社會企業的價值。本報告分享了我們

從實踐與研究中得到的知識，證明了利用此次

機會採取行動，以將社會創業的文化嵌入高等

教育之必要性。 

 
 
需求 
 
․ 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高等教育機構是

推廣發展社會創業的理想背景。高等教

育社會創業獎 (HE SE Award) 獲獎者所

代表的高等教育機構之多樣性，證明了

在其使命、創業地點及規模上，所展現

的廣泛吸引力。   
․ 廣泛的吸引力：這200位HE SE獎獲獎

者中，學生占 70%，教職員占 30%，且

對不論來自創意領域或傳統商業背景的

人來說，都一樣具有吸引力。所有高等

教育機構裡的教職員和學生，都有獲得

在創立社會企業創投時，所需的理念、

動機、支援與資源的可能性。   
 
 
價值 
 

․ 永續的社會及經濟成果：那些經營長達六

個月至一年的社會創業，平均有540位受

惠者、12個志工機會、2份正職工作，而

且有半數增加了平均5,800英鎊的額外收

入。他們在當地社區 (56%) 以及他們所

屬的高等教育機構 (31%) 創造了社會影

響。90%的人因為自身的體驗，不但認為

自己更能夠，也因此傾向於繼續經營社會

企業。由此證明，在高等教育機構推廣發

展創立社會創業是可行的。  

  

․ 提高學生的經歷：由於此項計畫，有

75%的HE SE獲獎學生覺得改善了他們

的就業能力，63%認為他們的社會創業

有益於他們的學業，以及有83%的獲獎

者，計畫在大學畢業後繼續經營他們的

社會創業。高等教育機構中的社會創業

體驗，擴大了學生的就業選擇。 
 

․ 教職員個人以及專業上的精進：89%
的HE SE獲獎教職員，認為他們的社

會創業有助於他們工作上的角色。高

等教育機構中的社會創業體驗，提供

教學、學術以及專業的教職員一個創

新的機會；這可以加強他們的教學模

式、研究的影響力，而且可以加深他

們的責任感。 
  

 
挑戰 
 
․ 針對創立社會企業創投：在建立社會創

投時，教職員和學生會面對完全不同的

挑戰，這其中包含時間安排上的衝突、

使他們的工作獲得他人肯定、尋求支持

以及適應高等教育機構內的結構、系統

與流程。高等教育機構必須提供全力的

支持，且發展策略方針，以確保創立社

會創業的成功。 
 
 
 
 
 

․ 針對社會創業的文化：只有少數比例的高

等教育機構在社會創業上投資和領導社會

企業創投的文化。學生與教職員的活力，

不會自己創造出社會創業的文化。高等教

育機構內以及遍及高等教育部門內的統御

力、策略、辨識度、基礎措施、資源以及

援助，是這一波推動社會創業所不可以或

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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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給教職員及學生社會企業家 
 
在高等教育中，推廣社會創業的成功與

否，取決於已在高教機構內運行之既有

社會創投，它們凸顯出支持社會創業與

鼓勵他人考慮創立社會創投的價值。我

們建議： 
 
1. 教職員和學生在各自的系院與高等教育機構

內，宣傳他們的社會創投與成就。他們應與所

屬之高等教育機構內，任何可利用的企業支援

功能積極接觸，以提高外界對於他們工作的認

知、尋求幫助以及強調他們所經歷的每一個挑

戰。  
 
2. 教職員與學生社會企業家創立一個地方性的

網絡，以分享經驗、找出共同的挑戰，然後針對

能夠改善其在高教機構內建立社會創投之支援採

取行動。  

 
 
 
 
 
5. 跨部門網絡（包含會員身分及支援組

織）應該要利用此計畫所發展出來的社會

創業氣勢為基礎，設法持續發展。 
 
 
 
給政府 
 
此行動已證明社會創業能為高等教育提升價

值，反之亦然。政府必須考慮如何最適當地

創造環境，使高等教育機構中的社會創業能

夠茁壯成長。我們建議： 
 
6. 政府激勵高等教育機構提倡和支持社會 
創業。  
 
7. 政府表彰高教機構內成功的社會創業以及

社會創投。 

     
給個別高等教育機構及高教部門 
 
整體而言，有投資社會創業的高教機構，會發

現許多未曾開發的需求，吸引更多的資金和更

多的學生參與。社會創業過程強化學生經驗，

並增強就業成果；它亦改善教學品質，研究之

影響力，並創造公共價值。為強化這些效益，

我們建議： 
 
3. 高等教育機構現有的企業資源、支援以及基

礎措施的制定，要符合社會創投所需（例如：

知識交換、學生企業、志工或公眾事務參與活

動）。這應該要包含設立一位專員，從事提倡

社會企業以及宣傳社會創投的典範。 
 
4. 高等教育機構提倡與他們的員工、學生以及

現有的活動文化相關的社會創業文化。這應該

要涵括提供整個部門積極的領導能力與策略規

劃、正式公開的肯定及提供基礎措施與扶持。  

    
下一步 
 
高教機構社會創業獎（HE SE）方案現

已結束。此結果說明了延續高教機構中

社會創業氣勢之價值。未來支援機制的

發展，必須與學生和教職員的努力做連

結、透過高教機構中的領導力獲得支

援，以及擁有每年都能夠激勵、吸引更

多群眾的品牌辨識度。這個計畫已經在

相對短暫的時間內打造出氣勢，但是還

需要更長遠的努力，以幫助此一初期的

努力更臻成熟且確實地深嵌在這個部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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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為何要在高等教育機構中推廣 
社會創業？ 
 
社會創業以及社會經濟正快速地成長。全球創

業 觀 察 （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指出，英國每年有238,000人創辦社會

或社區創投。這在正規教育機構以及大學畢業

生中特別普遍。在那些用UnLtd獎金開始社會創

投的人當中，幾乎有40%擁有學位程度資格證

書 (Ramsay and Danton, 2010)。然而，高等教

育部門是最近才開始在社會創新上利用這項潛

能。當知識交流方案（包含公共參與、志工以

及學生企業）已經成功地深植在許多高教機構

之際，類似的努力在職員與學生之間鼓勵社會

創投的例子，卻出人意料地少。高教機構正受

到漸增的要求，證明他們提供了高品質的研

究、創新、教學以及畢業就業能力的成果。本

報告證明了社會創業能如何滿足這些要求。 
 
2009年，HEFCE 和 UnLtd 結成夥伴關係，並

頒布高等教育社會創業獎（HE SE），一個金

額高達一百萬英鎊、為期18個月的宏大計畫，

以了解高等教育機構推廣社會創業之潛力。HE 
SE獎促使200位教職員及學生，得以開創新的

社會創投及倍受矚目的方案，以提高對整個社

會創業界深入的認識、理解、專業知能、學

習、基礎結構及策略。這些初創的社會創投已

成為典範，使個別高等教育機構和整個教育部

門，能夠更廣泛地看清楚社會企業家在高教機

構中可以獲得的支援。 
 
本計畫在高教機構中發現針對社會創業大量未

開發之需求，這些需求提供想法、人脈網絡和

資源給教職員與學生，去創設造就大量社會經

濟成果的社會創投。反過來，社會創業也提高

學生經驗、畢業後就業能力、教學品質、研究 

 
 
 
影響力以及工作成就感，以及更全面性地提升了

高教機構對於其社區的貢獻。 
 
本報告為HE SE獎項計畫的影響力提供了證

明，分享了從實踐與研究中所獲得的知識。它

強調了成功的關鍵要素，也對高教機構和那些

在此部門中提供協助的人提供一些建議。總的

來說，它證明了為何進一步的識別、理解以及

整個高教部門在策略層面上的積極支持及參

與，對於利用社會創新的文化和創造大量社會

經濟成果而言，是必要的。 
 
 
高等教育與社會創業獎助

計畫 
 
高等教育社會創業（HE SE）獎於2009年11月
開 辦 於 全 球 社 會 創 業 週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為期18個月，直到

2011年7月。它包含兩個主要的元素：核心獎助

計畫 (Core Awards Programme) 與影響力計畫 
(Impact Programme)。 
    
HE SE 核心獎助計畫 
 
在最初一百萬英鎊的投資中，有62.5萬是透過

財務獎助，直接給予社會企業家。獎助的目標

是HEFCE所資助的高教機構中的教職員和學

生。評估標準試圖找到的獎助對象，需要有造

福其（地理或是人文）社區的創業想法，並須

提示一些證據來突顯該社區對專案和獎助的需

求。此計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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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個促進獎，頒予那些擁有針對社會

問題的創業解決方案的教職員與學生

（平均每一新創方案之資金為2,500英
鎊） 

 

․ 9個發展獎（15,000英鎊），讓最有前景

的社會企業家有足夠時間去發展、壯大他

們的方案。 
  

․ 提供所有獲獎者發展協助：由UnLtd所指

派的發展經理提供一對一指導，依照專案

與技能發展需求進行調整。  
 

 
․ 培訓與活動：提供獲獎者對此部門之進一

步接觸，供應寶貴的交流機會以及確保其

個人及專業上的成長。 
 
 
 
 

․ 經由UnLtd的鏈結獲得專業知能指導：取得

進入由各個部門經驗豐富的商務人士所組成

之網絡的機會，這些專業人士志願提供一對

一諮商、指導與例如法律諮詢之類的專業服

務。    
HE SE獎影響力計畫 
 
除了獎助，還有旨在整個部門推廣能力建構

以及提高意識、理解度、專業知能、資源，

還有對社會創業的積極支持與參與之策略性

工作。這包含： 
 
 
 
 

․ 指導委員會：整個行業的10位高知名度代

表每季會晤，指導本計畫之實施及確保其

策略性的影響力。  
 
  
 

․ 推廣大使：招募25位熱情的教職員和學

生，在其所屬高教機構內促進、鼓舞社會創

業。 
  

․ 區域性活動：有9種活動在整個英格蘭不同

地區分別舉行，吸引315人參加。這些活動

 
 
 
 

有助於加強能力建構、提升辨識度，分享社

會企業家和在高教機構內支援社會創投者之

間的最佳實踐方法。 

․ 線上工具包：已經為那些創設或支援

社會創投建立實用指南(http:// 

unltdworld.com/HEFCE).  
  

․ 宣傳推廣活動：在英格蘭由HEFCE資助的

130所高教機構中，有96所（74%）透過

UnLtd員工的直接推廣活動，而參與HE SE
獎競賽（這些活動包含演講、思想激盪討論

會、工作坊，以及與支援設立社會創投者的

會談等。）。 
 
 
 

․ 研究與評估：在研究與評估中，收集了許多

質性與量化的證據，證明HE SE獎的價值，

也驗明可行的建議以改善高教機構內給予社

會創投的資源。這包含了對HE SE獲獎者的

評估調查（96個人回應），還有數據監測

（針對200位HE SE獲獎者）。它也包含了

與6位獲獎者的深度訪談（於第六個月及一

年時進行），三位負責教職員、10位利益關

係者，兩組聚焦小組（與15位HE SE推廣大

使和14位研究社會企業的學生），還有六次

實地考察。 
 
 
 
 
 
 

․ 全國性會議：HE SE獎計畫最後於2011年6
月16日在英國雪菲爾大學 (University of 
Sheffield)，在一場由代表在高教部門中設立

社會創業之250位出席者（300位申請者）

的會議中，畫下完美的句點。這場會議慶祝

了此次計畫的成就，也確保這初步計畫能夠

持續下去，並且深植於此部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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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高教機構中之 
社會企業家？  地圖：高等教育機構社會創業獎獲獎者分布圖   

  
 

 

圖1：HE SE獎獲獎者的高等教育機構地點 

 

• 70% 學生, 30% 教職員 
 

 

   
 

• 48% 男性, 52% 女性    
 

• 28% 少數族裔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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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高等教育機構中的社會企業家？ 
 
 
 
HE SE獎吸引了整個高教部門中不同類別的

人，也顯現出社會創業吸引廣泛類型的教職

員與學生之潛力： 
    

角色：本計畫中的獲獎者，有33%是大學

生，34%是研究生，30%是學術人員，11%
是專業人員（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人員角色重

疊，所以百分比加起來超過100%）。整體

而言，這相當於70%的學生和30%的教職

員。  
 
 
 

• 學科分佈：HE SE獎獲獎者呈現了學術領域

龐大的多樣性。儘管管理和商業研究（包括

社會與社區創業）是最普遍的學科

（19%），藝術創作和設計（17%），還有

社會科學（17%）也緊追在後。  
 
 
 
 
 

人口統計資料：就獲獎者性別而言，兩性

幾乎是平分的（男性48%，女性52%），

少數族裔則是佔了很大的比例（28%），

反映出UnLtd數據整體上確實涵蓋較廣泛的

社會企業家。  
 

高等教育機構：此計畫視HEFCE所資助

130所英國高教機構為平等目標，此計畫也

在70所高教機構中創立了社會創投。儘管

其中10個是特別受到此計畫大力扶助的方

案（參見圖1），就其使命、規模及地點來

說，整體而言它們本質上是互異的。沒有單

一「型態」的高教機構，特別適合發展社會

創業。相反地，他們具有許多可以促進創立

社會創投的關鍵要素。（稍後討論） 
.  

 
與眾不同的可能對象 
 
UnLtd投資與扶助的模式是以個人為中心，且

建立在信任之上。申請人的願景、魄力、熱情

還有發展其企劃的決心，以及其在企劃進行中

提升自身技能和視野的潛力都會受到評估，而 

 
 
 
不只是提供一份正式的商業企畫書。這個模式對高

等教育中的職員和學生是容易達到且具有吸引力

的。HE SE獎已引起那些有創新的想法的人，以其

研究、學識、角色或是個人經驗為基礎，投入創造

社會變革。這些獎項也提供一小部分已經在思考知

識轉移或新創事業的職員與學生一個傳統企業之外

的替代方案。在以上兩個情況下，HE SE獎激勵了

89%的得獎者在創立社會創投上初試啼聲。 

 
 
 
 
 
「我們已經開發了一種可以回收塑膠瓶，然後

在幾分鐘之內將塑膠瓶再製成飛盤或是碗狀物

的機器，並且已經獲得了專利。這個機器使得

回收過程對人們來說，更明確、實際，且也更

有意義。我們將這機器帶到設計博覽會，贏了

一些獎項；現在，我們正在發展兩段與高知名

度企業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在推廣廢棄物減量

的音樂季上，測試我們的機器。 
  這一切是由一個企劃開始的，它原本只是

一個在大學時所設計的模組，後續才引起其它

一連串的想法；但當你想真的將企劃實現時，

總是因為缺乏資金和支援而裹足不前，而這正

是HE SE獎適時出現的地方。這筆經費使我們

能證明這個概念可行，讓我們了解它如何運

作，並且將其帶到下個階段。它使我們相信自

己有能力可以達成目標，而且UnLtd團隊會在

我們遇到困難時，給予我們支援；還有，這件

事在一開始就能順暢地進行是非常棒的，而且

它現在正在起飛。」 

 
 

班•阿特金森－威利與查理•庫克 (Ben 
Atkinson-Willes and Charlie Cook) 
未來工業 (Future Industries)， 
HE SE 促進獎得主 
英格蘭金士頓大學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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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機構中社會創業的價值

是什麼？平均而言，獲獎者： 

 
高教機構中社會創業的價值是什麼？ 

 
․ 造福542位直接受惠者 

 
․ 有12位志願者參與  
 
 
․ 增加2份工作 

 
• 53% 的 人 營 業 額 中 位 數 達

5,838英鎊  

 
高等教育與社會創業（HE SE）獎在英格蘭的

高等教育機構中，創造了200個新的社會創投。

這產生了正面的社會及經濟成果，同時使教職

員、學生和高教機構本身都受益。 
     
與高等教育機構目標相輔相成的社

會及經濟成果 
 
大多數的獲獎者明訂他們的首要社會目標是

造福當地社區（56%）和改善社區凝聚力

（44%）。除此之外，有三分之一的獲獎

者，視其所屬高教機構為其社會創投的首要

受惠者。他們以許多不同方式達成目標。 
  
普遍的方法包括提供當地民眾相關訓練以及激

發18歲以下青少年的抱負；兩者都是嘗試幫助

年輕人提高進入高等教育機構的機會。另一個

常見的活動是，在學生所在的高教機構內提供

服務，以增進學生的經驗及成功的機會。最

後，許多人提出許多方案，以創造志工機會與

改善學生的就業機會。總而言之，他們的努力

為高教機構創造了重要的價值，而且這些努力

與擴大參與計畫、創造公眾利益和提高學生經

歷上則相輔相成。一項關於HE SE獲獎者的研

究發現，在總共96位受訪者中，已成就47,578
位受惠者、創造881個志工機會，還有76個直接

（受雇於他們）或間接（受雇於其他人）的工

作。那些已經經營6個月至一年的49個社會創投

中，平均而言，他們的服務已經達到542位直接

受惠者，12位志願者，也創造了兩個工作。 

 

永續社會創投與社會影響力 
 
雖然HE SE獎提供了相對較少的資金挹注，大約

只有2,500英鎊，就整體而言，這些社會創投表現

相當良好而且逐漸趨於穩定。它們： 
   

增加營業額：接受研究的96位HE SE獲獎

者，總共創造額外的1,136,850英鎊（主要

透過額外的獎助資金或投資，以及營業

額）。其中3家社會創投占了相當大比例，

各自總共獲得50萬英鎊、25萬英鎊及6萬英

鎊的額外獎助金。那些經營了6個月至一年

的獲獎者中，53%已經創造了額外的營業

額，中位數在5,838英鎊－這是他們最初獲

得之獎金的翻倍。  
 
 
 
 
 

計畫繼續經營： 90%的獲獎者打算在其

UnLtd獎之後，繼續經營他們的社會創投。

他們計畫主要透過增加收入（83%）和獎助

資金（79%），以及其它一系列的收入來源

來資助組織。在學生只會在高教機構內僅僅

待上一段有限時間的情況下，12%的獲獎者

建立自己的社會創投時，有考慮到在自己離

校後，如何使其可以由其他人接手繼續經

營，而83%的獲獎者則計畫在離開大學之

後，自己繼續經營其社會創投。 
  

  
 

計畫持續發展；87%的獲獎者明確指出，

他們正計畫繼續發展其社會創投。這些社

會創投在僅僅經營一段相對短期（6個月至

一年）的情況下，算是表現良好。除此之

外，不管是在績效或是成果方面，學生所

創建的社會創投與教職員所創建的表現一

樣突出。這表明將高教機構作為推廣社會

創業之背景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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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學生閱歷 
 
社會創業為學生在大學期間之經歷增加了殷實

的價值。大體上，那些回應評估調查的人，認

為他們從創建和經營其社會創投中，得到了一

套獨特的技能和經驗，因此他們認為此經驗： 
     

為學術研究增加價值：63%的HE SE獲獎學

生表示，他們的社會創投直接或間接地與其

學業有關，因為他們在有實用價值的背景

下，得以應用其學術知識、訓練或技能。其

中許多人也從他們的學位得到靈感，因而創

設其社會創投。除此之外，36%的學生還明

確指出，他們的社會創投對其學業有直接的

好處（38%具體指出間接受益，而僅有26%
則認為沒有任何受益）。無論學生的背景是

企業管理、社會科學或是創意創造，他們都

覺得創建和營運其社會創投的實際經驗，讓

他們能夠發展其主修學科的更多洞察力和工

作知識。 
  

 
 
 
 
 
 
 
 

改善就業能力：75%的學生社會企業家認

為，他們的就業能力因為經營社會創投而

得到改善，因為他們不僅獲得，也能驗證

這些可轉移的技能。83%的學生打算在離

開大學之後，繼續經營其社會創投，顯示

他們將之視為穩定、潛在的就業途徑。

 
 SRSH (Student Run Self Help)（譯註：本
組織於 2013 年 8 月 5 日更名為 Student 
Minds）志願者組織背後的構想是，藉由將
心理健康支援寄託於同儕手中，使心理健康
支援能更容易普及。我們和學生會密切合作，
並且提供學生們一套完整的訓練與支援，讓
他們建立與經營一個團體。我們有來自專家
的依據和支持來證明我們的模型可行，而我
們現在也推出了 12 個團體，分別設置在英
國牛津大學，牛津布魯克斯大學，萊斯特大
學，曼徹斯特大學，聖安德魯斯，倫敦大學
學院，倫敦國王學院，雷丁大學，斯旺西大
學，蘭卡斯特大學，南安普敦大學和諾丁漢
大學。我們已經培訓 100 名學生，而這些團
體也已經開始吸引人參與。 
 
這個夏天我們針對我們的結構、程序，以及
培訓手冊進行改善，以確保這個模型得以持
續執行。我們持續面對到的最大挑戰，是獲
得來自學生會的合作。有些學生令人相當驚
艷，其他的則是非常不情願與我們合作。說
服他們學生可以創立與經營這些方案的理念，
卻是出乎意料地難。學生活動中心和 UnLtd
一直是支援的重大來源，特別是提供茶水和
餅乾方面。 
 
有個能讓你求助，而且會聽你放聲尖叫一會

兒，接著幫你繼續走下去、做一些有意義的

事情的人，對我們已經達到的成就來說，是

十分重要的。我們已經獲得未來三年65,000
英鎊的資金，來聘請一名工作人員，幫助我

們以更有條理、更有效率，以及更專業的態

度來執行、複製這個計畫。 
nner.” 
 

 
尼可拉•拜羅姆 (Nicola Byrom,) 
Student Run Self Help 
促進獎獲獎者 
牛津大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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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而言， 90%的

HE SE獲獎者認為他們

更有信心能夠經營社會

創投 

 
開發與評估教職員 

 
 
• 75%的HE SE獲獎學生

覺得他們獲得更多就業能力 
 
 
• 89%的HE SE獲獎教職員

覺得此一社會創投有益於他

們工作上的角色 
 

 
教學、學術研究和專業員工佔了30%的獲獎

者。在回應評估調查者中，74%的人設立了與

自身角色相關的社會創投。更進一步地，57%
的人認為他們的社會創投對其角色帶來直接效

益（32%明確指出了間接受益，而只有11%的

人說沒有直接利益）。這些數據比起那些學生

獲獎者所反應的數據還要高，也顯示出對於教

職員而言，他們的職位對於其所創建的社會創

投有額外的重要性。因此，教職員認為他們在

社會創業的參與，就以下觀點而論，提供了重

疊的效益： 
    

提升教學品質：由從事教學的人所創設的

社會創投，提供機會讓學生實際從事於與

他們所教導的學科相關之領域。對某些人

來說，學生是構成他們的社會創投整體經

營所不可或缺的；而對其他人來說，學生

則是主要的受惠者，因為他們就直接參與

此活動中。總體而言，教職人員視其影響

力，在給予他們不同類型的教學方式方

面，提供學生新的技能，以及藉由實作給

予學生習得其學科的經驗。 
  
 

 
 

增進研究影響力：許多學術人員從其學術研

究獲得靈感而建立社會創投，不論這是其研

究發現的直接成果、或是和研究參與者的間

接參與、及針對社會問題的深入研究。他們

認為，他們的研究能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

反過來，社會創投將帶領他們進行有明確且

實際成果的研究。 
 

  
 
 
 

個人及專業發展：高教機構中的社會創

業，提供教職員一個創新的機會，使他們

能以嶄新的方式實現他們角色。在評估調

查和訪談中發現，由於獲得了HE SE獎，  

 
學術、專業與教學人員認為更能實現他們

的角色。大約1/3的人也提出了證明，顯示

出他們投入社會創業的價值，已經獲得其

所屬系所或大學之正式肯定。例如，他們

有人獲得升遷、增加工作的穩定度、被賦

予推廣社會企業的額外職責，或是受命將

時間全部奉獻於其社會創投上。 
 

 
 
 

為何社會企業家需

要支援？ 
 

 
HE SE計畫的評估清楚地顯示，這獎項為原本

不會發生的活動提供了催化作用。若是少了獎

金，20%的HE SE獲獎者明確指出，他們將無

法經營他們的社會創投；另外有62%的人更表

示，他們就必須非常努力去進行他們的創業計

畫。除此之外，74%的人認為，大學的支持對

他們的社會創投來說是重要，或是非常重要

的。整體而言，投資與支援能促進新社會創投

的產生，也確保它會成功。 
    
圖2： 對你的社會創投來說， 

   哪一種支援比較重要？ 
 
 
 

    

82%的獲獎者表示， 43%的獲獎者表示， 
在他們的創投開始之際， 非財務性支援 

財務支援 是繼續他們的創投中 
是最重要的因素 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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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對新創事業來說，至關重

要；支援是成功的關鍵 
 
社會企業家認為，由獎項所提供的現金挹

注，對他們的社會創投來說，至關重要。當

被要求選出在剛開始社會創投，哪一方面的

支援比較重要時，82%的HE SE獲獎者明確

指出財務支援，而18%則選擇非財務性支援

（圖2）。當被要求選出要繼續他們的社會創

投，哪一方面比較重要時，43%的研究受訪

者選擇了非財務性支援更甚於財務支援。 
  
投資與支援使人們在實作中學習 
 
高教機構中被社會創業所吸引的教職員和學

生，對於社會創投的創建沒有多少、甚或是

完全沒有經驗。因此，本計畫不強求企畫書

或是對未來的成功提出紮實證據的財務投資

的作法，創造了一個嘗試新事務以及創新的

機會。它對社企家本身及他人，提出肯定並

證明其概念可行，這作法扮演了催化劑的角

色，以藉由實作，但是冒更低個人的風險中

來學習。值得注意的是，評估調查發現，獲

獎者將以下項目的增強，大部分歸因於他們

從實作中獲得的能力： 

 
 

 

關於社會企業的知識：92%的人同意他們

有較多關於社會企業的知識。  
 

經營社會企業的能力：90%的人覺得他們

已經發展了經營社會企業的能力。  
 

對於社會議題的了解：85%的人覺得他

們已經增進了對於社會議題的了解。  
 

信心：加上上述的項目，85%的人已經提升

了自信心。

 
 
 
 
 
 
 
 
「Cromocon是一個特別的程式，它可以計
算出對比 (contrast) 和可見性 (visibility)
（最新加入的是一個iPhone應用程式）。
這個系統可以讓設計師、建築包商、建築
師和無障礙空間顧問 (access consultants) 
去建造、設計以及檢查生活空間，確定這
些空間可以適合視障人士使用。我最主要
的目的是讓Cromocon系統成為工業設計和
建築業的標準。這個系統的靈感來自於我
過去八年的研究。我看見業界需要一種工
具，它必須是精確的，且設計師能輕易地
用來測量，看看兩個比鄰物之間是否有足
夠的對比，能讓弱視者可以輕易分辨。 
 
 
HE SE 獎項是一個催化劑，讓這個想法得
以轉變為一門生意。對我而言，它的好處
是讓我有了一個明確的重點，以及一個小
型的財務獎勵，讓我開創和完成一部分的
計畫－發展 Cromocon 的 iPhone 應用軟體
及其網站。這門生意收到了立即的回響，
現在我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潛在客戶。與專
家面對面討論、參加培訓活動，還有我從
UnLtd 所獲得的支援，我們甚至只是像朋
友一樣的交談等等，都是極好的經驗。 
 
 
我已經發展了營運模式和市場策略，下一
部就是擴大規模。而最有價值的成果則是
在我的教學中。如今我的學生們因為了解
Cromocon系統，所以即將比他們的雇主更
洞燭先機。我也鼓勵和指導他們去開創自
己的事業，並從我的經驗中學習。他們之
中有一位現在已經是一個成功的UnLtd獎
的獲獎者。」 
    
希拉蕊 • 戴爾科  (Hilary Dalke)  教授， 
Cromocon， 
HE SE 促進獎獲獎者，金斯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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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機構內的 

社會企業家需要： 

 
․ 小額現金挹注  
 
 
․ 為創建社會創投明確

的商業建議 

 
․ 整體性的指導和支援 

 
․ 大學網絡  
․ 肯定  

 
 
社會企業家需要其獨有的 
商業技能與專門知能 
 
HE SE獲獎者在首次創設和經營社會創投

時，需要新的技能、知識和專門技能。這

很明確地是因為他們對於企業的經營方

式，往往取決於所面對的社會問題，而不

是企業發展或牟利。我們的評估調查發

現，這一群社會企業家重視實質支援，不

論這些支援是來自UnLtd，還是從所屬的高

教機構都一樣。這包含了商業規劃、撰寫

獎助金申請書、提供培訓機會的指導、建

立法律架構、獲得法律諮詢、專利保護，

以及其它創設和經營社會創投所需要的明

確商業建議。 
 
 
社會企業家需要一般整體性指導 
 
我們的評估調查發現，大體上HE SE獲獎者認

為，一般整體性指導是UnLtd所提供的最重要的

（非財務）支援形式；再來就是在其所屬領域

中，提供指導的業師或是專家（超過80%的獲

獎者指出，業師和專家對其社會創投是重要或

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54%的人認為在

其所屬高教機構中存在著一位特定的人，這個

人使他們的社會創投有顯著的貢獻，並且認為

此人可能是親密的同事，或是聯繫企業支援的

一個關鍵人物。當受訪者被要求解釋原因，他

們認為這些個體扮演著構想的回響板，並且給

予適時鼓勵。總的來說，來自於具批判性的朋

友或專家的意見，以及來自於同事的整體性指

導，對這些社會企業家來說，都是莫大的價

值。 
  
高教機構內的社會企業家面對 
具體的挑戰 
 
在我們的評估調查中，78%的HE SE獲獎者明確

地指出，在其高教機構內創立社會創投特有的挑

戰。進一步深度質性研究發現，這些挑戰是多方

面的。這些包含了： 
 

 
 

事項優先性的衝突：48%的HE SE獲獎者

一致認為，最大的挑戰是時間不夠用，對

一個在大學內工作者來說，這是很具體的

挑戰。如同我們上面討論過的，創立一個

社會創投需要大量的時間、體力，以及新

的技能。除此之外，教職員和學生必須兼

顧它們現存的優先事項和角色。然而，這

些獲獎者也認同，在他們的角色與社會創

投之間，有著大量的重疊性和互惠互利的

關係。因此，缺乏時間是一種事項優先性

衝突的表象，這又表示在高教機構內和整

個部門中，存在著針對社會創業的文化變

革的需要。 

 
  

 
對於社會企業普遍缺乏認知與支援：25%的

HE SE獲獎者將之視為他們最大的挑戰。儘

管這不比缺乏時間來的重要，更深入的質性

研究發現，缺乏對於社會創業及其價值的體

認，會對高等教育中社會企業家造成優先事

項間的衝突。 
 
 
 
 
 
 
 
 

「找出其他人在做什麼一直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與其他領域一樣，學生志願服務的世
界可以是非常狹隘的，在其它高等教育機
構內確實有一組理念相同的同行。我所做
的就是透過UnLtd，與其他機構內的人實
際地會談，那些人並不真正從事於學生志
願服務工作，但確實可以找到一些有共同
興趣的人。因此社會企業幫助我們分享最
佳的做法和點子，而能想到這個主意，確
實是真正了不起的見解。」 
 
 
HE SE宣傳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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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文縟節和官僚政治：對於雖然是少數，但

很重要的12.5%的HE SE獲獎者而言，高教

機構系統和程序造成他們最大的挑戰。而這

類事例特別會發生在教職員身上。對於某些

人來說，這是協商知識產權的議題，以及其

大學在新的風險創投中所持有的利益。對其

他人來說，他們面臨的挑戰則是，在現存的

架構與為了高營業額以及科技子公司的快速

成長所設計的程序內工作。同樣地，這樣的

挑戰也是因為缺乏對社會企業的認知和支持

所造成的。 

 
由HE SE獲獎者所指出的挑戰，經常是創立其

社會創投所獨有、且是他們在其高等教育機構內

的工作背景所特有的。然而，他們整體的經驗也

突顯出，其所面臨的挑戰普遍存在於高等教育部

門。總的來說，高等教育機構內以及整個高等教

育界更進一步的支援，對於創造有益於社會創業

的文化是不可或缺的。 
 
 
 
 
 
 
    

 
「社會企業的問題在於，社會部分的特質
都在像我們這類的志願工作者身上，而企
業部分的特質則都是在企業部門的人身上。
我們也和知識轉移與公眾參與部分重疊，
所以實際上要將這些放在一起有其困難度。
不過我想這部分已運做得非常好，因為社
會企業已經製造和彼此對話的理由，不只
是交換新聞，而是真正的攜手合作。現在
我們全都知道對方在做什麼、要如何支援
彼此，以及如何輕鬆地將教職員和學生轉
介給適當的人，以得到正確的支援類型。」 
 
 
HE SE宣傳大使 
 

 
 
social project is called ‘House of Bohemia’. 
It is an online art and craft group 
specifically for people who have an illness 
or disability. All applicants receive a free art 
and craft kit including a blank object to 
decorate. They get to keep their decorated 
object and are asked  
to take a picture of it for the website, which 
in turn, gives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through a blog. The aim of 
the project is to try to overcome the 
isolation and inactivity that can arise 
through an illness or disability. I began 
House of Bohemia when I was doing my 
ceramics degree. I was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houses and ceramics used to 
decorate their interiors and through this 
discovered a Victorian building in 
Wolverhampton called Bohemia House 
which became an inspiration for the 
business. For my final dissertation piece  
I created a black and white room full of 
ceramic objects I had decorated myself. I 
have used this on my website. During 
that time the business and my degree 
were intertwined. My ceramics work and 
research gave me ideas for the business. 
It was my artistic interests that created it. 
Since starting my Masters in Fine Art my 
ideas for the business evolved, so they 
felt quite separate for a while and this 
has been quite challenging. However, 
we’ve recently been having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lectures that actively 
encourage social/community art as the 
way forward in contemporary practice 
and now it feels that once again, House 
of Bohemia is starting to fit in really well 
with my uni work. Since my UnLtd 
Award I have designed and launched 
the website and kits. I am now building a 
partnership with the NHS Arts 
Coordinator to access participants and 
hope to have people involved soon.” 
 

 
 
 
 
 
 
 
 
 
 
 
 
PAGE 17 

 
 
 
「我的社會專案叫做『波西米亞之家 
(House of Bohemia)』。它是一個特別給那
些患有疾病或缺陷人們的藝術與手工藝品
之線上社團。所有的申請人都會獲得一個
免費的藝術與手工藝工具包，其中包含一
個素材 (blank object) 讓他們去裝飾。他們
得以保留經過他們裝飾的物件，並且被要
求拍下該物件的照片並上傳到網站上；如
此一來，透過部落格，他們就有了與團體
內其他會員溝通的機會。」 
 
 
這個專案的目的是試圖去克服因為疾病或
缺陷而生的孤立感和無力感。我在取得陶
瓷工藝學位的時候開始設立波西米亞之
家。我對傳統民居和用來做內部裝潢的陶
瓷很有興趣，而且我在伍爾佛漢普頓 
(Wolverhampton) 發現了一個叫做波西米亞
之家的維多利亞時代建築，這也成為這個
事業的靈感來源。 
 
 
在最終的畢業論文，我創造了一個黑白的
房間，裡面全都是我自己裝飾的陶瓷器
品。我在我的網站上用了這個背景。在那
段期間，我的事業和學位是交織在一起
的。我的瓷器作品和研究讓我有了這事業
的點子，而我的藝術興趣創造了它。自從
開始了我的美術碩士學位研讀，我對於事
業的想法也開始演進，所以有段時間感覺
它們各不相干，反而造成相當的挑戰性。 
 
 
然而，我們最近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課程，
積極鼓勵社會／社區藝術作為推動當代藝
術前進的方向，而且現在我又感受到波西
米亞之家正開始融入我的大學工作。因為
獲得 UnLtd 獎項，我得以設計並且推出了
網站和工具包。現在我正與 NHS 藝術協調
員建立合作關係，以獲得更多參與者並希
望很快可以有人來參加。 
 
 
 
麗莎•艾布拉姆斯 (Lisa Abrams)， 
波希米亞之家 
HE SE 促進獎獲獎者 
伍爾佛漢普頓大學碩士生 

http://www.chattertondesigns.co.uk/portfolio/house-of-bohemia/


 
• 74%的HE SE獲獎者

覺得獲得大學支援對其社

會創投是非常重要的 

 
建立社會創投需要什麼 

類型的支援？ 
 
 
 
 
•  78%的HE SE獲獎

者覺得在其所屬高教機

構內創建社會創投時，

面臨特定挑戰。 

 
在高等教育機構內能有效幫助社會創業的支援

有五種類型。專業的企業支援、（社會）企業

宣導者以及資金，對於支援設立社會創投都是

不可或缺的；提高意識、宣傳還有實例研究，

則是對於更廣泛地宣傳社會和創業思維是必不

可缺的。 
   
1. 為創建社會創投量身打造的專業

企業支援 
 
那些有著明確框架或是結構以支援新創事業的

高等教育機構，不論是在鼓勵申請和提供支援

給獲獎者這兩方面而言，都對高教社企獎計畫

接受度較高。UnLtd發展經理發現，沒有了這

種形式的支援，申請數量明顯地受到很大的影

響。找到適任的人選去宣傳企劃、辨識出有什

麼樣的支援可以給獲獎者，以及將他們連結回

去給他們所屬的高等教育機構，都花費了較多

的時間。總的來說，64%的HE SE獲獎者知

道，其高教機構內提供某些特定的企業支援，

他們也回報利用此支援，以尋求務實的建議。 

 
警語：需要有長遠的能力構建規劃，以確保專

業的企業支援之相關性且能客製化支援，以符合

創造社會創投之實用性與精神。 
 
 
2. 社會企業宣傳者 (Champion) 或

宣傳大使 (Ambassador) 
 
這個計劃設置了25位社會企業宣傳大使，在其

所屬高教機構負責宣傳和鼓勵社會創業。這些人

都是教職員或學生，而且他們代表了不同的角

色、背景和專業知能。他們的共同之處是對於社

會創業的熱情與個人興趣。他們為那些創立社會

創投的人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支援。這些支援包含

提供獎助金申請者回饋、做為意見的回響板以及

不斷給予鼓勵的批判性朋友。當此個體在多個部

門內很知名時，這些職位則運作得特別好。 

  
警語：當一個人對創建社會創投是不可或缺

時，他們單獨的努力卻是脆弱的；因此建立起

一個參與或支援社會創業之人脈網絡是很重要

的，因為這樣才能確保創立社會創投的文化得

以延續。 
   
3. 創立社會創投之創業前期（種子）

資金與競爭 
 
這個計畫在原本就存在創業籌資及商業企劃競賽

的高教機構中特別有效，那些早已參與地方性或

者全國性鼓勵創業（例如企劃書競賽）的行動者

也是。除此之外，HE SE獎也提供200個社會創

投所需的催化劑。獎項或是比賽所提供的小額前

期（種子）基金、發展協助及肯定，都能刺激社

會創投的創建。 
 
警語：商業企劃競賽對那些還處於社會創投創

建之概念階段的個人而言，可能是令人倒胃口

的。申請前的支援能夠幫助概念的發展以確保

申請成功。更重要的是，評定現金申請者之要

件，應該是其社會影響力，而不是傳統的財務

標準。 
   
4. 實際案例研究的展現 
 
社會創業定義不明確且常被廣泛地誤會。因

此，在高教機構認知下，存在著大量的活動。

知名度高的實際案例研究可以做為範例 

(exemplars)，幫助提升對於社會創業的意識、

理解，還有支援社會創業的價值。因此，他們

也會產生骨牌效應 (domino effect)，鼓勵其他

教職員和學生起而紛紛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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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肯定本身並不會激勵其他人建立社會

創投。相反地，它為企圖推廣社會創業文化

更寬廣的支援基礎措施和策略增添了價值。

實際案例研究幫助教職員和學生，將社會創

投建立視為目前和未來皆可實行的選項。 
 
 
5. 為創建社會創投提供清晰明確的支援 
 
因為在辨識「正確」的進入點上有困難，在某

些高教機構內推行HE SE獎受到了些阻礙。最

常見的問題出現在高教機構內部缺乏清晰的溝

通、意識與轉介功能。一旦在高教機構內有了

最關鍵的聯絡人，在該組織舉辦推廣工作坊、

宣傳關於本獎項的資訊，以及產生成功的申請

案這些方面的進展，就會變的很順利。一個溝

通良好的明確支援提供，會確保未來的企劃能

夠在高教機構內造成某些影響力。除此之外，

也會確保那些社會創投創立者可以輕鬆地找

到，並且取得可用的支援。 
 
警語：社會企業家可能來自任何背景或訓練；

儘管這些社企家需要一種催化劑來讓他們實現

其想法，也需要商業管理支援以創立社會創

投，但是他們可能會在剛開始時，對傳統企業

經營方式感到遲疑而裹足不前。確保推廣活動

要延伸觸及各部門，而且是為社會創投創建所

量身訂做。想要確保這些社會創投創建者能運

用內部所提供的支援，以及外部的方案能夠接

觸到教職員和學生，那麼轉介和普及認識是不

可或缺的。 

 
 
 
 
 
 
 
“Mapping for Change provides 
participatory mapping services to 
communities, local authorities and 
developers. We have developed 
technology, expertise and innovative tools 
which empower communities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 changes they want to 
make in their localities. For instance, we 
have helped enhance the impact  
of an interlinking Community Cohesion 
Programme between three schools and 
are now developing a toolkit for all 
schools. We have helped charities 
visualise their data to inform their 
decision making as well as projects 
which help communities to influence  
decision making on issues such as green 
spaces, anti-social behaviour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ince receiving 
our UnLtd Award, our work has been  
of benefit to 1,000 beneficiaries, we 
now employ someone full time to work 
on the venture and we have 7 student 
volunteers helping run it. It has really 
allowed us to focus on the business, 
not just on delivery but looking at the 
operations, structure and strategy in a 
holistic way. Being able to meet other  
social enterprises who have that link with 
the university has really helped, because 
this is new territory on both sides.  
You can go to all the social enterprise 
research conferences you like but doing it 
is a completely new story. Mapping for 
Change connects research with impact 
and funders want to see that. We have 
now raised an additional £59,000 of which 
£25,000 is grant funding and Muki has 
become a Knowledge Transfer Champion, 
helping develop awareness,  
understanding and strategy around 

social enterprise at U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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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變革 (Mapping for Change) 向社區、
地方政府還有開發商提供共同參與繪製地
圖服務。我們有先進的科技、專業知能，
以及創新的工具，使社區能夠承擔他們想
要在自己的地方內進行變革的掌控權。例
如，我們已經在三所學校之間，幫助提高
一個互連的社區凝聚力計畫 (Community 
Cohesion Programme) 的影響力，現在也正
研發一個給所有學校的工具包。 
 
 
我們已經幫助一些慈善機構，使他們的數
據資料具體化，以幫助他們做出明智的決
策，以及一些幫助社區影響針對某些議
題，例如綠色空間、反社會行為，還有當
地環境條件等方案之決策。自從獲得
UnLtd 獎金，我們的工作已經造福了 1,000
位的受惠者，我們現在也聘請全職員工，
並且有 7 位志願學生幫助我們營運。 
 
 
這確實使我們能夠專注於事業上，不僅是
在提供服務層面，也全面著眼於營運、架
構，以及策略上。能夠與其他和大學有連
結的社會企業會面真的非常有幫助，因為
這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個新的領域。你可
以去參加所有的社會企業研究會議，但實
際執行起來，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繪製變革將研究與影響力做連結，而這是
投資者希望看到的。我們現在已經募集到
額外的 59,000 英鎊，其中的 25,000 英鎊來
自於補助資金，而慕奇博士 (Muki) 也成為
知識轉移倡導者，幫助發展倫敦大學內，
針對社會企業的識別度、理解度以及策
略。 
 
 
慕奇 • 海克萊博士 (Muki Haklay) 與 
露易絲 • 法蘭西斯 (Louise Francis) 
繪製變革 
HE SE 發展獎獲獎者 
倫敦大學 

http://mappingforchange.org.uk/


 
•  58%的HE SE獲獎

者認為其所屬高教機構

內有強烈的社會創業文

化 
 

 
高等教育機構應如何推廣 

社會創業的文化？ 
 

  
 
• 如果HE SE獲獎者能夠給

予一個建議，75%認為可

在高教機構內，提高創建

社會創投價值的識別度。 

 
相當多的高等教育機構一直以來樂於接納HE 
SE獎。例如，在索爾福德大學和利茲大學內

有七個獲得HE SE獎的社會創投；在謝菲爾

德大學、北安普敦大學和考文垂大學內則有

六個。在亞斯頓大學、伯明罕大學、倫敦藝

術大學、紐曼大學學院、倫敦大學學院、普

利茅斯大學、利茲城市大學、利物浦約翰摩

爾斯大學和曼徹斯特大學也至少有四個獲得

HE SE獎的社會創投。除此之外，南安普敦

索倫特大學、提賽德大學和紐曼大學學院，

特別是在此計畫的末期，也對HE SE獎也開

始有極大的興趣。這些高等教育機構在其使

命、地點和規模方面非常多元。在不同的機

構內，社會創業外觀上、給人感受上也互不

相同。這個評估研究發現，HE SE獲獎者提

供了動力給一些高等教育機構，讓他們去發

展社會創業所需的領導統御能力、策略、資

源、支援和基礎措施等要素。以下五種關鍵

要素結合在一起，推動了社會創業的文化。 

 
1. 積極且外顯的領導力 
 
知識交換活動，包含企業創立、學生志願服

務、公眾參與，以及知識轉移，被廣泛地鑲嵌

在整個高等教育部門。相反地，社會創業是相

對新穎，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被低估。這情形已

經開始改變。那些擁有強力社會企業家、擁護

社會企業者網絡及專有支援之功能的高等教育

機構，已開始引起更多人注意，也開始發展社

會企業相關的策略。對於創造社會創業更廣泛

的識別和認識，領導力是必不可缺的；它幫助

移除阻礙，減少社會企業家面臨的挑戰。一個

策略性的方法，可以幫助社會創業得到更多人 

 
注意，因為其大部份可能還未被人發現（例

如，在活躍的學生社團、志願服務、知識轉

移、社區參與等領域之內）。反過來，創造

出一個創建社會創投的文化，不論是豐富學

生經驗，或是他們所創造的更廣泛的公共價

值上，都給予高等教育機構一個獨特的賣

點。 
  
2. 社會創業價值的正式肯定 
 
我們已經證明了社會創業為學生和教職員增添了

會回饋給高等教育機構的價值。這成就需要獲得

正式的肯定。在我們的評估調查中，HE SE獎

獲獎者被要求推薦一件高等教育機構可以達成，

讓創建社會創投更容易的事；超過75%的獲獎

者的主張是，在其高等教育機構內，特別是在其

角色方面，應提升對社會創業價值之肯定。常見

的建議包括： 
 
 

提供認證給投入創建社會創投的付出 
 

給予獎金以補償教職員投入發展社會創

投的時間 
 

公開地推動社會創投，並將它們與其它企

業活動公平對待  
 
 
正式的肯定對於參與創建社會創投的教職員來

說，特別重要。他們變成鼓勵學生與其他教職

員創立社會創投極其重要的宣傳大使。他們也

將其經驗回饋到他們的工作角色，不論是在教

學上、研究上、行政上，或是專業上。公開肯

定會提升此價值，並且確保這些對於提倡創立

社會創投來說不可或缺的個體，不易受到高等

教育部門變化、基金刪減、改組或裁員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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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位社會企業支援基礎措施之策略

性作法 
 
社會創業是一個非常多元的領域。這是一個相

當大的優勢；它吸引了來自各路學科和背景、

按傳統不會去從事企業或創業的職員與學生。

同時它也與現有的知識交換支援功能部分重

疊，包含學生志願服務、企業部門、知識轉

移，以及公眾參與。定位專業的社會企業支援

因此是極為困難的，而如果定位的不好，就很

難吸引職員和學生。例如，許多大學透過現有

的商學院或創業部門去支援創立社會創投，因

此錯過了吸引那些有創意的或藝術類學生的機

會。應該要有一個策略性的決定，以定位社會

企業支援，以補充現有的系所及與社會創業相

關的活動，同時也要確保這對於刺激新的社會

創投創建具有吸引力且容易取得。這應該要伴

隨著清楚的溝通和推廣，可利用的資源有哪

些、在何處提供此支援，還有誰是主要的聯絡

窗口。最重要的是，既有的知識交換活動需要

進行特別設計，以支援和推動創立社會創投。 

 
4. 社會創業特有的基礎措施 
 
T為社會企業客製化既有的企業支援和基礎

措施，能夠為在教職員和學生間推廣創立社

會創投的文化增添大量的價值。本計畫在存

在企業支援的地方運作得非常好，特別是如

果有一個企業熱中於推廣社會企業的創建。

對於一些高等教育機構來說，能力建構、資

源以及專業知能，能夠有效地調整現有的支

援，以推廣創立社會創投的文化。對其他高

教機構來說，建立特有的基礎措施和資源， 
 

 
 
 
 
 
 
能夠幫助更廣泛地提倡創立社會創投的文化。

舉例來說，南安普敦索倫特大學和北安普敦大

學已經設立了社會企業中心，此中心提供場所

給那些由學生和當地社區成員營運的新創社會

創投。將社會創業帶至高等教育機構之外的環

境，且將其精神嵌入當地活動，這種方法是有

價值的。然而，新的社會企業基礎措施不一定

能夠替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增添價值。相反

地，需要用更進一步的資源、專業知能與能力

建構，為建立社會創投客製既有的知識交換模

式以及企業發展支援。         
5. 地域性與全國性地分享有效的嘗試 
 
HE SE影響力計畫在2011年六月已經證明了對

地方性活動、競賽以及全國性會議的高度需求。

對社會創業漸增的意識和興趣，正在取得整個高

等教育部門之動力。然而，問題仍然圍繞在一些

議題，如社會創業應如何定義，如何與當前既有

的活動平行地去支持社會創業活動，以及如何將

其策略性地向前推進。這些問題並不容易回答，

且高教機構中的社會創業是一個多元的領域。分

享最佳做法和跨部門網絡，對於確保高教機構提

供創立社會創投有效的支援供應是不可或缺的，

而能力構建之於整個高等教育部門推廣社會創業

文化，亦有異曲同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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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部門需要如何配合？ 
 
 
 
HE SE計畫在就引發廣大的高等教育機構參與這

方面，其成功的速度令人不可思議；這包含了適

度的投資，還有在相對短暫的時間內，激發那些

已經得到重大知名度的活動。理想上，若能有一

段較長的推行期間，將會擴大HE SE獎的影響範

圍，並且幫助此方法更臻成熟。未來的努力應該

要以此計畫的成功為基礎，因其已經開始激勵社

會創業的文化。全部門的倡議會確保這成熟的模

式，得以遍及整個高等教育部門，並且應包含以

下活動： 
 
 
 
 

地區性和國家性的能力構建活動：HE SE
影響力計畫已經證明了地方性活動的高度

需求。那些同時支援創立社會創投，及那

些在高教機構內推廣社會創業文化的個

人，珍惜能分享有效方案、專門知識，以

及提高他們努力能見度的機會。  
 
 

 
 

延續動力的跨部門支援網絡：會員式組織

和網絡一直是HE SE獎計畫成功的基礎。

這些包含了 Enterprise Educators UK, 
SIFE（國際大學生企業家聯盟）, HEEG, 
NACUE（大學創業家協會）。今後的工

作需要創造出一個圍繞社會創業，更深層

也更持久的人脈網絡。  
 

 
提供新學習體驗的夥伴關係：HE SE獎計

畫讓UnLtd和HEFCE之間形成了新的夥伴

關係。兩者在執行上，都提供了專業知

能，以及額外的「品牌」力量，增添了此

計畫的價值。UnLtd提供了在支援創立社會

創投方面的豐富經驗，而HEFCE則提供了

關於如何使本計畫適應高等教育機構背景

的專業知能。因為雙方都呈現了大量的學

習曲線，這可以說是一個成功的夥伴關

係。 
  

 
 
本計畫在相對短暫的時間內快速建立了動能，

但還需要進一步的努力，來幫助這個前期工作

更臻成熟，使其能真正地鑲嵌在高等教育部

門。這將使得高等教育領域內的社會創業的全

部潛力被實現－就如同本報告所指出，這將會

使學生、教職員、高等教育機構，以及社會同

樣地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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