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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當你來到一個岔路口（遇到一個好的機會），請把握住機會。」 

    Yogi Berra 

 

該選擇哪條路？ 

 

創效投資未來的路，似乎很令人困惑與矛盾。從事創效投資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

情，雖然看到更多的主流資金聚集，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擔心，這些資本實際上

將產生多少積極的社會變革。投資者會不會選擇快速成長，而不是影響的深度？

初期的失敗會被認為是維持現狀的理由嗎？有欠周詳的思維和拙劣的執行，將使

我們的業界呈現「感覺良好 feel good」，而不是「做好（事）do good」嗎？炒作

將戰勝現實嗎？ 

 

 微型金融業在過去 30 年的歷史中，對英國的社會投資發展，提供了非常寶

貴的經驗。微型金融業的先驅，成功地克服了許多現今社會投資者所面臨的挑戰。 

 

 本手冊的目的是提供一個路線圖。然而，社會投資市場的未來是不能預估

的，而是要被創造出來的。身為從事創效投資者，今天我們的所作所為，特別是

我們看待所面對的挑戰與機會的方式，及我們為此所發展出來的觀點，會形塑明

天的樣貌。本手冊提供一些線索，如：我們可能可採取的行動；我們如何催化社

會投資市場，使其更健全；我們如何區別真正的市場訊號，而不受無謂「噪音」

干擾。 

 

 我們希望此手冊提供一些實務知識給各地的創效投資者。美國林肯總統曾

說：「在平靜的過往所得的定論，並不適合充滿荊棘的現在。現況堆滿了困境，

而我們必須與現況同步。因為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全新的，我們也要有全新的思

維，全新的對應行動。」 

 

Paul Cheng  

資深投資經理 

慈善協助基金會，Venturesome 部門 

英國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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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使用之縮寫 (Acronyms) 

BRAC Bangladesh Rehabilitation Assistance Committee 孟加拉復建協助委員會 

CAF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慈善援助基金會 

CDC Commonwealth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英國聯邦開發公司 

CDO 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 擔保債權憑證 

CGAP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協貧資詢中心（位於世界銀行大樓內部之獨立研究機構） 

CIC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UK) 社會利益公司（英國） 

CIO  charitable incorporated organisation (UK) 慈善事業法人組織 

CLO collateralised loan obligation 貸款抵押債券；貸款抵押證券 

CMEF Council of Microfinance Equity Funds 微型金融股票基金理事會 

DWM Developing World Markets 發展中國家市場 

EVPA European Venture Philanthropy Association 歐洲公益創投協會 

FINC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sistance 國際社區援助基金會 

GB  Grameen Bank 鄉村銀行（又稱：窮人銀行） 

GIIN 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全球創效投資網 

GIIRS Global Impact Investing Ratings System 全球創效投資評等系統 

IDB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美洲開發銀行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國際金融公司 

IFR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國際貨幣基金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首次公開募股 

IRIS  Impact Reporting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 影響力報告和投資標準 

KfW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 

LABF Latin America Bridge Fund 拉丁美洲橋樑基金  



 

4 

 

L3C  low-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USA) 低獲利有限責任公司 

MFI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 微型金融機構 

MIV  microfinance investment vehicle 微型金融投資工具 

MIX  Microfinance Information eXchange 微型金融資訊交流平台 

NESTA 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國家科學，技術和藝術基金會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組織 

NPC  New Philanthropy Capital 新慈善資金（英國） 

OPIC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海外私人投資公司 （美國政府發展融資機構） 

SEEP Small Enterprise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Network  

  小型企業教育及推廣網 

SROI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投資之社會效益 

UC  Unitus Capital 結合金融投資（公司） 

USAID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國國際開發署 

VCS  voluntary and community sector (UK) 志工及社區服務界（英國） 

XBRL 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 可擴展商業報告語言 

 

除非另有說明，本文所用貨幣只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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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提要 

 

英國社會投資市場現在已經到了一個緊要關頭。雖然有一些證據顯示協調市場建

設方面的努力，市場依然脆弱。藉由檢討全球微型金融行業的發展，本指南旨在

為社會投資市場的從業者，提供一些系統性的戰術、策略決策的分析工具和見

解，來推動這個部門。 

 

這本指南分析全球微型金融業組織的歷史發展，共分為三個概念領域： 

 

1. 理念證明，捐款者資助和模式創新 (Proof of concept, donor support and 

model innovation) 

我們指出一些微型金融業的領導先驅，在證明微型金融展現出高還款率、可

複製性和市場需求的關鍵角色，以證明微型金融的概念有著舉足輕重的作

用。該模式得以迅速輸出以及應用於許多其它地區。補貼和擔保金提供這些

早期先驅所需要的靈活性和耐心資金，以證明自己的商業模式可行。有些人

倡導將非營利組織轉化成商業公司的過程，演變成一個模式，導致了一波行

業專業化的演變。 

 

2. 市場建設活動 (Market-building activities) 

接下來是一個忙碌的市場建設階段，以建立一個有效資本市場的基本要素。

我們強調資訊傳播者在提高市場透明度和措施中的角色，以為業界提供標準

化的語言和評估標準。 

 我們認為法規與政府參與的積極角色，是允許建立適用於微型金融運作

及景氣循環的法律架構，以提供足夠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同時允許微型金融

機構，訂定具有商業可行性的利率，並提供軟性資金 (soft capital) 給投資基

金，以增加這些基金對商業投資者的吸引力。我們也討論那些建構在早期補

助融資基礎上，各種形式的結構性融資。其中的一些發展，引發了業界關於

「使命移轉 mission drift」和微型金融本身策略方向的大辯論。 

 為提高微型金融投資需求方的吸收能力，中介機構和其他部門建設者的

角色很重要。然而，微型金融業的投資準備仍然是一個關鍵的挑戰。 

 

3. 運動建立和文化因素 (Movement-building and cultural factors) 

我們相信透過積極的運動建立和文化因素，已顯著地支持微型金融業規模的

擴張。有組織的業界社交網絡團體、會議和媒體關注，同時提升、活躍並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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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基本市場要素所需的普遍的意識、支持和能量。社會投資業者應該從策略

上思考，如何利用文化因素爭取民眾支持，並對社會投資市場引發積極的發

展趨勢。 

 

我們同時也強調微型金融和其他社會投資機制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因此，我

們提醒社會投資從業者，不能完全採用微型金融的全盤作法，或期待擴大社會投

資市場規模，將能全然反映微型金融在各方面的成果。 

 在本指南中，我們使用「社會投資市場 social investment market」這個詞，

以特別代指在英國的創效投資的範圍（從資本／資產負債表的資金補助，債務，

股權，準股權及承銷）。另外，一些比較通用的辭彙如：「社會資本市場 social capital 

market」、「社會融資市場 social finance market」和「社會融資部門 social finance 

sector」，也將全球微型金融業視為項下一個子集 (subset)。「創效投資 Impact 

investing」一詞亦迅速獲得流通性，以描述「同時期待有特定的社會成果及明確

的財務回報的所有投資活動。」 

 在本指南最後，附有一個取材自世界各地微型金融界的經驗總表，以及我們

對朝向一個健全的社會投資市場，如何加速改變的建議。我們歡迎您的回饋，以

改進未來的版本，並邀請您與我們合作一起推展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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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創效投資人指南 

 

 英國的社會投資已到達一個反曲點 (inflexion point)。最近幾年開始，一些創

新的組織已經開始藉由提供有效且適當的資金支援，來支持慈善事業、社會企

業、及其他社會目的組織。建立良好業績也累積足夠的專業發展後，我們觀察到

逐漸遠離特定目的創新 (ad hoc innovation)，作法朝向更加協調市場導向的現

象。舉例來說，英國慈善委員會 (UK Charity Commission) 最近發佈明確的指

南，建議在某些情況下，應允許慈善機構投資於同時具備社會和財務效益的事

業。此外，將無人認領的銀行存款釋出到社會投資工具的 Big Society Bank，預

計於 2011 年開始營運。1
 

 我們觀察到有一些措施，開始轉向創建基礎建設及一些有潛力降低交易成本

又能帶來龐大流量的商品。然而，市場還很脆弱，從業者的行為可能會由於草率

或方向錯誤而損害這個剛起步的行業。慈善援助基金會 (CAF Venturesome) 提供

了這個微型金融產業的比較研究，作為對健全的社會投資市場發展的貢獻。2 我

們的目的是要收集有用的見解，以幫助其他人做出戰術性和策略性的決定，如此

才能有系統地促進這個部門的發展。我們希望這能被業者和關鍵決策者採用，當

作是採取策略行動來建立市場的參考指南─真正的創效投資人指南。 

 微型金融 (microfinance) 可被視為廣泛的創效投資市場的其中一部分。雖

然微型金融的確鑿定義尚未有全面性的共識，它卻廣泛的涉及了提供貧窮者得到

基本的金融服務，如貸款、存款、轉帳服務和微額保險等的金融機制和措施。3
 

 從一開始僅是國際開發部門的週邊非營利活動，微型金融的勢力範圍與影

響，在今天已經全球化了（雖然相對於整體的國際開發援助，它規模還很小）。

超過一億五千萬個家庭從微型金融機構  (microfinance institute, MFI) 得到貸

款，這等於服務了超過五億人口。目前世界上有超過 3,500 家微型金融機構 4（見

圖一）。 

 

 在過去十二年間（從 1998 年至今）微型金融有特別明顯迅速的成長：受益

人數量增加了 12倍以上，且提供微型金融服務的組織數量也增加了 10倍以上（見

圖二）。從投資角度來看，微型金融的投資媒介組織的發展從 1994 年的零，到

2009 年估算有 122 個投資工具和其他媒介組織，代表價值大約 82 億美元的資

產。5 一些參與者包括，自從 2005 年已提供大約 1 億 7 千 500 萬元貸款的線上個

人對個人借貸平台 (peer-to-peer funding platform) Kiva。6
 

 

http://en.wikipedia.org/wiki/Big_Society_Capital
http://www.kiv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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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微型金融機構 (MFI) 及微型創業貸款人數全球區域分佈圖 

來源：資料取自 the Microcredit Summit Campaign Report (2009) 

 

 相對於其他社會金融機制，微型金融是一個成熟的典範；它不斷成功的吸引

來自多方投資者的資金，而且藉由成功的媒介活動，將這些資金與適當的投資連

結起來。雖然重大差異存在微型金融業界本身，也存在微型金融與社會投資市場

之間，此指南提出推展英國社會投資市場成長的相關經驗。 

 

圖二  微型金融機構年度成長率 (199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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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投資市場：我們已知的缺失 

 

慈善援助基金會與其他評論家都指出了一些理性的社會投資市場的必要關鍵要

素。一份最近的社會投資專門小組的報告指出，英國市場仍然在經歷重要的挑

戰，那就是：創效投資基金 7 規模還小，成就記錄有限；市場的功能、影響、和

術語都還模糊難解；而主要的市場基礎建設還不足，包括諮詢服務、公司的財務

功能、投資銀行業務、二級市場和基準指標 (benchmarks)。8 洛克菲勒基金會召

開的創效投資者會議指出了一些挑戰，大多圍繞一些主題如：尋找適合投資交易 

(deal sourcing)、影響評估、標準化條件及績效目標、和組織良好的投資網絡的支

持。9
 

 

四大支柱 

 

慈善援助基金會先前已提出對健全英國社會投資市場四大支柱論述，10 詳見以

下： 

 
i. 來自志工及社區服務界 (voluntary and community sector , VCS) 明確

且資訊完整的需求 

志工及社區服務 (VCS) 組織常無法適當的區分收入與資本；他們反而

傾向於將焦點放在所得和支出，且在資產管理（特別是有關他們的資產

負債表）、資本投資及確認融資需求和選項上，缺乏相關知識或缺乏自

信。志工及社區服務組織對於債務融資有認知上的文化反感。11
 

 

ii. 有效率的供需媒合 

因為缺乏有效媒介，社會資本市場 (social capital markets) 的低下效率

妨礙供給與需求的媒合。12 一份最近的「監管者 Monitor」報告強調，

社會資本市場還是常被定義為｢零散的供給與需求、複雜的交易和缺乏

對風險的認知｣；典型的小型交易使得情形更加困難。13
 

 

iii. 投資機制的多樣化 

在英國社會投資市場，資金和投資機制的範圍是有限的，而且長期被不

活躍的補助金所控制。這反映了業界缺乏在危機、收益和訂價之間穩定

的關係。 

 

http://www.monitor-nhsft.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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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強力的資金供應 

健全的交易市場需要一個來自零售和批發來源的私人、商業和公眾的資

金的結合。14
 

 

其它基礎建設議題 

 

為了一個功能完整的社會投資市場，還有其他｢基礎建設｣的需求。 

 

 需要一個一致的聲音，也許用業界團體或協會的形式，來遊說規章制定和建

立大眾的認同 

意見上的歧異和混淆圍繞著新的法律結構(CICs, CIOs, L3Cs 等)、公立捐助

人的角色、商業收益的潛力和其他議題。這些爭論雖然是健全的，業界還需

要一些協調，以呈現一個相當程度的團結表象，讓各種遊說的努力能更加有

效率。 

 

 商品、基準指標、語言和衡量基準的標準化 

大量的爭論圍繞著這個市場的定義、術語、影響力評估和所有其他面相。商

品和所提供的服務隨著個別狀況，維持著高度客製化。不確定性是初期市場 

(nascent market) 典型的情況，但是要擴大規模需要標準化的效能和成本效

益。在英國，須要標準化的潛在例子，包括在「社會金融公司 Social Finance 

Ltd.」所先創的前導計畫 (pilot) 外，須要找出社會創效債券 (social impact 

bonds) 較廣泛的應用途徑，或投資社會企業的基本工具及共同語言。15
 

 

 為確保財務與社會效益的「取捨」更加透明，須要更明確的社會衡量標準 

什麼時候一個投資是｢社會的｣，而什麼時候不是？要如何衡量社會影響力和

取捨條件？這些議題的爭論一直不斷，且與前面提過的標準化議題相關 16。

缺乏社會投資成功與失敗的資料，阻礙了進入業界的資金流動，並迫使投資

者和投資對象依賴傳聞和案例研究來證明其社會影響力。業界需要能貫徹落

實的更好方法。 

 

 支援組織、評等機構、知識中心與其它 

一個健全的社會投資市場，需要與提供給廣大金融市場同樣完整的配套資源

措施。這包含知名的意見領袖、外部評等及稽核專家、諮詢服務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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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南探討了微型金融，如何克服那些與新興英國社會投資市場，現在所面對的

非常類似的新生市場障礙。在本指南結論篇，我們重新審視上述所提的關鍵因

素，並針對從微型金融產業的可應用經驗附上簡短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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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金融的成功與主流化 

有許多變數造就了全球微型金融行業的整合與擴張。為了便利，我們將微型金融

的相互連結和演進發展，大致分為以下幾個概念： 

  

1. 理念實證、捐款者資助與模式創新 

2. 市場建設活動  

3. 運動建立與文化因素 

 

為求成功，微型金融首先必須先證實其觀念可行；而這艱難的任務，需要有遠見

的領導者、穩定的資助者 (patient funders) 及樂於挑戰既有假說的意志。在市場

建設的階段，則著重建立有效市場的必備原素；微型金融運動建立與文化因素同

時催化對微型貸款的支持，及推動這組織所需的動力。 

 

1.  理念實證、捐款者資助與模式創新 

1.1 最初的理念實證：尤努斯與鄉村銀行 (Yunus and Grameen) 

即便對於微型金融的起源有許多爭議，但毫無疑問的，穆罕默德 •尤努斯 

(Muhammad Yunus) 教授和位於孟加拉的鄉村銀行 (Grameen Bank)，在微型金融

扮演重大的角色。尤努斯深信創造社會影響必須比從窮人身上獲利優先，因此他

花了超過三十年時間，倡議微型金融的好處。鄉村銀行做為「集體借款 group 

lending」的先鋒，並在 1980 年代後期，創造鄉村信託組織 (Grameen Trust)，致

力於全世界推廣及複製微型金融經驗。18 到 2008 年，鄉村銀行模式已經擴展到

40 多個國家。19 鄉村信貸和其創立者證明，窮人是值得信賴及貸款風險很低的貸

款人；雖然早期生活非常艱苦，窮人的高還款率及許多成功的案例，最後開啟了

微型金融行業的開端。從一位拉丁裔美國人的觀點來看，阿啟恩 (ACCION) 在

證實微型金融的觀點上，同樣具有重要的影響力。（見 1.4 節） 

 

1.2 最初的追隨者：孟加拉農村發展委員會  (BRAC)、太陽銀行 

(BancoSol)、孟加拉社會推展協會 (ASA)、印尼人民銀行 (Rakyat) 

以上這些組織 20 對證實微型金融觀點有諸多貢獻，他們用新的發展和改進措施，

來推動微型金融。微型金融可複製及許多組織很快地有成功計畫的事實，讓捐助

團體願意提供更多的資源來擴展規模。這些早期先鋒們證實，社會上有更多、更

廣泛的微型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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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鄉村銀行前二十年— 

資金補貼 (subsidies) 與軟性資本 (soft capital) 的角色 

鄉村銀行 (GB) 在 1983 成為正式的獨立銀行，也是第一個施行穆罕默德•尤努斯

教授在 1976 年所創集體借款 (group lending) 的組織。除了 1995 年間，因為孟

加拉的嚴重水災，導致還款的危機外，鄉村銀行還款率一直保持在 97%以上。 

 除了一個例外，鄉村銀行一向都有獲利。關於它的獲利的合理性，引起了很

多的質疑；因為鄉村銀行收取大筆的資金補貼，在 1985-1996 期間，預估有一億

七千五百萬美元，這還不算軟性貸款及擔保基金。其它早期獲得的資金來自孟加

拉政府，提供低於市面行情約 40%的利息折扣。 

 擴大規模的重要性，在鄉村銀行擺脫補貼的過程可見一斑。在 1985 年當時

有 172,000 名受益者，平均資金補貼金額占貸款組合至少 20%；到了 1994 年，

受益者超過 2,000,000 人，這個比重減少至 7%。因此鄉村銀行槓桿化初期的補貼

資金，用逐漸增加服務受益者的人數，以及減少對資金補貼的依賴。 

 鄉村銀行的規模逐漸擴張，也代表了鄉村銀行有足夠的能力去尋求其他的資

金；在 1990 年代晚期，它發行了兩年、五年和十年期的債券，皆由孟加拉政府

所擔保。在那十年間，其餘債務融資來自「國際農業發展基金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以及挪威、瑞士

和荷蘭等國政府，提供僅有 0%到 3%的貼現率。 

 

經驗 1：想要證實概念和達到規模，新型社會投資模式首先需要大量的資金補

貼，而這是傳統的商業資金來源所無法提供的。 

_____________ 

來源：Jonathan Morduch, The Role of Subsidies in Microfinance: Evidence from the Grameen Bank 

(April 1999). 

 

1.3 捐款者、資金補貼及擔保者的角色 

政府和捐助團體—包含多邊組織、雙邊組織、開發銀行、發展署、私人基金會、

公共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他們在提升可用資金時，也提供技術與財務資源，以

有效地提高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21 一些在世界各地支持這運動的組織

包括：在西半球有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 及美國開發銀行 (IDB)；在亞洲有

荷蘭開發銀行 (the Dutch development bank)及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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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到 1990 年代中期，國際金融公司 (IFC)、德國復興信貸銀行 (KfW) 和

海外私人投資公司 (OPIC) 也變得非常活躍。 

 有二十多年的期間，微型金融完全依賴資金補貼；一直到近 15 年，才有一

些微型金融組織能達到足夠規模與效率，而變為自給自足。雖然有這些成功的案

例，微型金融運動仍持續接受數百萬美元的資金補貼。22 

 

 沒有了這個捐助組織所提供的風險吸收資金，微型金融很可能就不能如此深

入社會。23 如果這類補貼能作為將來自給自足的催化劑，而不僅是拿來支撐那些

經營不善又虧損累累的組織，那它們的存在是合理的。 

 除了補助金 (grants)，擔保資金 (guarantee funds) 也被用來擴展貸款組合與

計畫。擔保金數十年來已經被用來支援各種發展融資的方法，也在 1990 年代開

始被應用在微型金融上。早期的債券發行及融資產品，如 CDO（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 擔保債權憑證）及證券化，都至少由開發機構提供部分擔保 24（細節

請見 2.3 節）。因此，擔保資金用提供其他投資者投入的管道及中介機制，大大

地幫助產業發展，其方式如：透過減低投資者的風險暴露、建立信心及利用政府

及捐款人的有限資源等。 

 

案例研究 

Latin America Bridge Fund (LABF) 拉丁美洲「橋樑基金」-  

擔保資金的促進角色 

拉丁美洲「橋樑基金」(LABF) 由「阿啟恩 ACCION」於 1984 年，在美國開發

總署 (USAID) 支持下成立，後由私人慈善及社會責任機構的支持繼續發展下來

至今。它的創立是為了回應傳統借款人對高風險的觀念及擴展微型金融專案的需

要。投資者以極低報酬率，將資金存放擔保資金，而這些基金就被用來為 ACCION

相關的拉丁美洲微型金融機構提供貸款擔保資金。 

 這些是首次私人投資者願意干冒微型金融的信用風險，讓 LABF 能夠得到

100%的貸款擔保，以說服銀行放款。25 年來，從來沒有投資人蒙受損失，也因

為有足夠時間去建立長期優良還款紀錄，大部份的微型金融機構進步到不再需要

任何進一步的擔保，即可獲得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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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ACCION 得到的主要經驗是： 

 

(1) 集結多元化的投資者群於擔保資金。 

(2) 謹慎監督投資基金的使用。 

(3) 批准過程要有警覺。 

(4) 基金與微型金融機構間的風險分擔機制—如：擔保責任的範圍應該只涵蓋部

份貸款，而不是 100%，雙方組織才會共同分擔風險且利益相當（因此可減

少道德風險 (moral hazard)）。 

(5) 管理匯率風險。 

(6) 透過網絡連繫、共用辦公空間等方式降低成本，以節約可運用資金。 

 

經驗 2：因為還款可靠性已獲得証實，在最終真正提款前，擔保資金可以成功地

用來吸引商業資金投入這個產業。 

_____________ 

來源：進一步討論與過程的詳細描述與影響，請見 Cesar Lopez and Jorge de Angulo, ACCION, 

“Bridging the Finance Gap: ACCION’s Experience with Guarantee Funds”, Insight, No 15 (September 

2005). 

 

最後，私人捐助者及前瞻性思維的公益家，不只在提供資金管道上有很重要的角

色，也為產業帶來主流金融業的技術與專業。例如：Unitus Capital 的創始股東來

自私募基金及投資業，他們因為先前參與 Unitus Capital 微型金融工作，而深受

將微型金融機構當成精緻小型投資銀行 (boutique investment bank) 的想法所吸

引（見 2.4 節）。25
 

 

1.4 另一種願景： 

 商業化 (Commercialisation) 為可持續發展規模的關鍵 

「阿啟恩 ACCION」和它的「金融系統措施 financial systems approach」26 在 1970

年早期出現，著重在以財務上能永續經營的方式，促進金融包容性並銜接與私部

門的落差。阿啟恩在微型金融的商業化 27 和專業化方面，及以推廣「縮小規模

downscaling」的方法，讓新興市場的商業銀行擴展現有業務，以服務經濟弱勢的

基層客戶群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 1991 年，阿啟恩在玻利維亞的旗艦

計畫「太陽銀行 BancoSol」，是第一個從一個非政府組織，成功轉型為商業銀行

的組織，並激發了一些追隨者起而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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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從 Prodem 轉型到「太陽銀行 BancoSol」— 

微型金融商業化之濫觴 

Prodem 於 1987 年由玻利維亞當地商業人士和慈善家創立，係一個非營利性的微

型金融機構，並擁有阿啟恩的支持。雖然很成功，但是該組織並不能使用自己發

行的貸款組合當作抵押品，而無法獲得商業貸款來擴大經營規模。它被認為風險

太高，而且借款人 (lenders) 很擔心社會後果，以及萬一有必要對非政府組織採

取法律行動時，會遇上的困難。 

 雖然 Prodem 早期由於阿啟恩提供擔保資金，而確實曾獲得商業貸款（上文

第 1.3 節），但這需要依賴近乎 1:1 的擔保。 

 此外，一位加拿大人，馬丁•康奈爾創立的 Calmeadow 基金會，終究將重點

放在商業性微型貸款上。康奈爾和阿啟恩密切合作，說服 Prodem 的董事會，轉

換到商業身分的必要性。於是 Prodem 在 1991 年更名「太陽銀行」，成為第一個

轉型成功的微型金融機構。 

 有了商業地位，太陽銀行逐漸的演進到它可以獨立取得所需資金，提供了一

個極其成功的典範，讓全球各地的微型金融機構可以遵循。 

 

經驗 3：採用商業化的商業模式是能夠從商業來源取得資金的先決條件。 

 

侷限：如同本指南第 2.3 節中所討論，由於深切了解，財務成果非常容易地就會

被視為比社會成果優先，產業領導者對微型金融商業化的支持，因此並無共識。 

_____________ 

來源：Elizabeth Rhyne, Mainstreaming Microfinance: How Lending to the Poor Began, Grew, and 

came of Age in Bolivia (2001). 

 

根據阿啟恩措施支持者的說法，太陽銀行是一個明顯的成功案例，商業化在 1990

年代初於是熱切的展開。主要動機是能取得替代資金的來源，包括取得法人機構

資金及當地居民的存款（在許多國家只允許特許組織可以接受存款）。許多資助

者 (funders) 和投資者 (investors)，也對向不受銀行監管的機構提供貸款一事，

持謹慎態度，因此沒有誘因以實現有效的規模及營運。同樣，墨西哥微型金融機

構「分享銀行 Compartamos」，所面臨的需求規模之龐大，使該機構的成長急迫

性，大到只有從非營利性轉型到商業模式，才能獲得足夠的成長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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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金融機構採用商業模式者，在操作上展現以下改進： 

 更加注重並成功地吸引和留住擁有商業技能的合格員工； 

 基於提升彙報的要求，系統的精緻完善性得以增強。這導致了特別為此業界

量身訂造的管理資訊系統，標準化的彙報程序，健全的財務指標和業界標竿

得以建立； 

 建立信用評等系統，以降低風險和成本； 

 由於與收集的資訊量有關的專業化水準，問責度得以提升； 

 更多樣化的資金來源管道（接受存款，取得信貸額度，發行債券和最終能進

入首次公開募股 (IPO) 市場的潛力）； 

 簡化操作流程：例如，印度的「SKS 金融」領導業界，藉由精簡貸款小群體

的形成過程，迅速的擴張微型金融規模的運動，使這樣的小群體（成員間的

互相擔保）成為微型貸款另一種形式的「抵押品 collateral」。29
 

 

有鑑於立即大量資金注入的潛力與本章節指出的其它優勢，商業化是一個想要擴

大規模時，非常有吸引力的路徑。然而，當地的市場條件可能會影響這條路徑的

路線和性質。大衛•魯德曼 (David Roodman) 指出，「在孟加拉，『孟加拉復建協

助委員會，BRAC』將長期穩定捐助者的支持，槓桿運用在微型貸款以外的活動

組合上；而『孟加拉社會推展協會，ASA』將它從高效率營運中所得利潤，重新

投入運作...但是，大致上來說，想要追求擴大規模，就需要在形式上有所改變。」
30 

 雖然微型金融機構和投資者跨越多種模式，理念及當地具體情況，商業化模

式已經展現在聯結微型金融機構與全球流動的資本投資上最大的成效。雖然成功

的提高了業界資金流動，這種方法也引來了越來越嚴格的審查，以評估如何在財

務回報和社會回報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因此觸發一些「微型金融分裂

microfinance schism」31的爭論出現（見下文第 2.3 節「使命移轉」的討論）。 

 

建議 

i) 擁護和支持業界先驅。 

穆罕默德•尤努斯 (Muhammad Yunus) 在建立鄉村銀行和微型金融上有很大

的貢獻，他在孟加拉國內外強大的盟友，協助他將微型金融推向全世界。 阿

啟恩和孟加拉復建協助委員會 (BRAC)，也值得因為推展一個擴張力很強的

微型金融模式，而備受表揚；一些早期的遠見者，如馬丁•康奈爾，Calmea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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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際援助組織，也都傾入財政資源，並確保得來不易的早期勝利，以茲證

明概念。 

 

ii) 統籌早期補貼資金的來源，以證明實驗模型。 

補貼資金對吸收高潛力微型金融模式的早期風險很重要，這些風險因其高度

不確定性和未知性，難以吸引財務支援的替代來源。各國政府，基金會和其

他資金補助者，應該是變革的主要驅動力，以創造成功的信標和模式的動

力，因為這些模式需要時間，以降低成本和擴大規模。 

 

iii) 證明需求。 

資助微型金融一事，因其具有相當規模、顯而易見和被壓抑的需求的事實，

而無太大的爭論。同樣地，一些要求追蹤慈善機構和社會企業對資金需求的

市場機制和監管措施，對社會投資市場應有所助益。一個富有啟發性的比較

是，根據社區再投資法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美國銀行需要追蹤

對中低收入社區的個人和企業提供借款的比例，以提供監管機構一個對資金

基本需求的有效評量方法。有鑑於執行相對規模的社會投資交易的成本較

高，社會投資者也應該在分擔稽核工作上，作出更大的努力，並在彼此的交

易後續資助上，相互合作。 

 

iv) 證明影響力。 

投資對社會的影響，必須明確（量性地和質性地）闡述，以盡早鼓勵公益或

社會導向投資者浪潮。此外，必須適當地且持續地追蹤有關資金以外的成果。 

由於在許多（也可能是大多數）的情況下，風險調整後的社會投資報酬率（按

當前理解），從來都不太可能可以達到商業門檻；適任的早期投資者，往往

是那些願意在部分或全部投資報酬率與社會影響之間取得平衡的人。 

 

v) 藉由證明創效投資 (impact investing) 概念的交易，建立成功的指標。 

微型金融需要冒險、重大擔保、補貼和其他干預措施，以建立組織、基金和

投資組合長期的成功紀錄。社會投資市場需要一個相似的推動，來證明更多

的概念實證案例。 

 

vi) 商業模式要明確，以推動可複製性 (replicability)。 

創新和嘗試錯誤在任何行業的早期發展階段，都是非常重要的。但當這個部

門過渡成一個更加成熟的市場時，它必須尋求機會，以複製成功的模式。證

明可複製性展現的是可以擴大規模與壓低開發、交易和營運的成本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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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這一點，很重要的是清楚地傳達給員工、客戶和投資者，容易理解的

商業模式。 

 

vii) 辨識一系列提供各類投資報酬的組織模式。 

商業化在微型金融產業內部創造了明顯的分裂。緊張的局勢圍繞在可持續性 

(sustainability) 和可擴張性 (scalability)，與透過補貼，以服務「窮人中的窮

人 poorest of the poor」為主要重點的相對重要性上。因為不同類型的資金，

都具有各自適當的商業模式，也都有其特定角色；因此，一個類似的爭論，

在社會投資市場上，可能是無用的。此外，有必要充分的了解不同的組織模

型背後，是否過度濫用「社會企業」此術語（見圖 3）. 

 

 

圖三  不同「社會企業」組織模式的分類（圖由慈善援助基金會歷經數年修訂） 

 

 

2. 市場建設活動 

 

當微型金融產業演進超越即興的改革和伺機的發展，已準備好成長的組織，需要

一個更健全的市場基礎建設，來取得更大的資金來源。34 在這些過程中，呈現的

微型金融是一個獨立的「資產類別 asset class」。一份摩根資產管理關於創效投

資最新報告指出下列要素，以定義資產類別：35
 

 

 採用針對微型金融，將績效和風險評量標準化的評量標準 (metrics)、基準 

(benchmarks) 和評等 (ratings)－本指南在 2.1 節，檢視資訊透明化的重要性。 

 組織並分配資金至這些熟練專業人員的買方結構－見 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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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有獨特投資／風險管理的專業人士的需求－本指南在 2.3節隱含媒介者的

角色，在 2.4 節我們也檢視業界其它參與者的角色。 

 擅長於此投資類別的產業組織和網絡－見第 3 節 

 

我們更進一步地檢視政府和法規的角色，以達成微型金融產業的規模－見 2.2 節 

 

2.1 資訊透明化和標準化 

成熟市場的兩個關鍵特徵是透明的資訊管道和標準化的商品。微型金融在「成長」

的過程中，藉由收集所需要的資訊來滿足他們的捐助者的要求，造成許多組織一

開始時，各自發展出不同的評量標準。擴張性的成長和龐大的數量促成了專業化

和標準化的演進。這某些程度意味著標準化術語和語言的出現，例如由「協貧資

詢中心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CGAP」翻譯成六種語言，以確保一

致性 36，彙報系統的創立，改善營運效率的資訊科技工具和管控機制，以提昇問

責度和彙報品質。 

 舉例來說，早期一些積極的產業先驅對微型金融有一個共同的理解，那就是

以不要求抵押品為導向的借款，得以對非傳統借款人提供貸款。37 此外，「圓石

微型金融研究院 Boulder Institute of Microfinance」已經從事從業者訓練 16 年，

他們的校友現今在全球各地組織都位居領導地位，這對促進微型金融的共同語言

和標準化有重大的貢獻。38
 

重要的標準化先驅包含： 

 

 MicroRate：第一個開發評分和評等模型，來幫助投資者評估各式微型金融

機構的風險概況分析的組織。 

 MixMarket 和微型金融公報 (MicroBanking Bulletin) 的創立：第一個收集全

業界標準化和提出基準指標 (benchmark) 報告的組織。39
 

 科技創新如 Mifos，一個針對改善資料管理、彙報、和可比較性 (comparability) 

的開放原始碼管理資訊系統。 

 

在整個微型金融產業，標準化過程還有一段路要走，而術語的差異，阻礙投資者

對產業進行比較評估。不論是在全國性或國際性的層級，透明化措施的監督並不

普遍，而大部分的資訊公開還是建立在自我提報的基礎上。40 然而，指導性的原

則是有關資金商業模式各方面的資訊透明化，不僅能建立各方間的信任，還減少

了負面措施的風險（或更糟的，欺騙）。陽光的確是最好的消毒劑。 

 



 

21 

 

案例研究 

MicroRate－提升產業透明化 (i) 

 

MicroRate 創立於 1996 年，透過提高透明化和提升風險判斷和投資利潤能力，增

加了流向微型金融的資金。「當時我們看到微型金融機構 (MFI) 籌募到的資金與

他們的行銷機器有直接的關連－而不必然是他們的績效。我們想要強調誰是資金

運用最有效率的人，」MicroRate 的執行長 Sebastian von Stauffenberg 解釋。 

 「績效評等 performance ratings」。除了財務面向，一個機構的投資組合品

質、營運、經營和治理的全面分析，使其與一般的「信用評等」有所區分。 

 這類的服務必然有助於微型金融機構的專業化演進，及促成有關這個產業的

工具、數據、和透明度的投資者教育。 

 起初，這類服務被開發銀行和捐助者團體用來顯示捐助資金的有效利用。隨

著業界的成長，對資訊的需求急遽增加，其他專業的微型金融評等機構就出現

了，包含了 Planet Finance、Microfinanza、和 M-CRIL。他們傳統上要求資金補

貼以支援其運作。 

 ｢在早期，所有捐助者和基金會的網絡都直接參與業界運作，因此了解微型

金融的基本原則，｣von Stauffenberg 說。｢今天，所有種類的投資者都涉足這產

業了，因此他們需要第三方專業團隊，來幫他們了解這些數據所代表的實質意

義。｣ 

 MicroRate 是分享銀行 (Compartamos) 在 2004 和 2005 年發行債券之前的評

等機構，之後傳統的評等機構也開始涉足這個領域。現在，有超過十五個評等機

構，包含商業組織標準普爾 (Standard & Poor’s) 和惠譽 (Fitch)。 

 

經驗 4：資訊和彙報應該盡可能反映商業市場的慣例語言，來獲得主流投資者的

信任。當投資者基礎擴大，那些比較不熟悉此資產類別的人，將會愈來愈依賴資

訊提供者對所提供數據的解釋。 

_____________ 

來源： Sebastian von Stauffenberg，MicroRate 總經理兼執行長的訪談，2010 年 11 月 24 日；Elisabeth 

Rhyne，寫給銀行家和投資者的微型金融：了解在金字塔底層市場的機會和挑戰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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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Microfinance Information Exchange (MIX)  

微型金融資訊交流平台 –  

提升產業透明化 (ii) 

微型金融資訊交流平台 (MIX) 係由協貧資詢中心 (CGAP) 在 2002 年所創立的

一個非營利微型金融的共同資訊平台，提供投資者數據和基準彙報工具。它是最

受尊重的全業界資訊提供者，擁有超過 1,900 個微型金融機構的彙報資料。 

 根據全球報告標準（例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FRS和社會績效專責小組 Social 

Performance Taskforce），微型金融資訊交流平台 (MIX) 使用已認證的來源文件

（例如：稽核文件）來收集財務、營運、社會、和資金資訊，以方便在區域及組

織之間作比較。微型金融資訊交流平台發展了一個與新興的金融彙報數據標準一

致的科技平台（例如，可擴展商業彙報語言 XBPL－商業彙報語言），來培養更

快的處理過程和改善數據的可比較性。 

 微型金融資訊交流平台資訊服務的最重要使用族群為微型金融機構、金融開

發機構、投資者、評等機構和主管機關。在個別國家或地區的地方協會組織，和

多國網絡也使用此平台的資訊服務。投資者在預定投資的最初詳盡研究階段，使

用此平台的資訊。 

 MIX 與全球創效投資網 (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GIIN) 合作，連結

數據到 GIIN 的數據蒐集（透過創效報告與投資標準 Impact Reporting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 IRIS），如此這兩個系統便可以互換數據。 

 它的挑戰之一是對捐獻者的依賴，有時候會限制它的成長和蒐集更深入、更

準確數據的能力。 

 

經驗 5：可比較數據的利用性有助於新投資者的投入，因為這些數據有助於風險

管理，尤其在了解什麼資訊可以並應該被提報下，創造全業界對資金需求面與供

應面的預期。 

 

侷限：為了讓資訊發揮效用，資金市場必須相信它的準確性和品質。這對有大量

非正式活動的產業而言，仍是一大挑戰。 

_____________ 

來源: Conner Brannen, “Microcapital Brief: Microfinance Information Exchange (MIX) and 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GIIN) to Share Data With $187,000 Grant From Rockefeller Foundation”, 

Microcapital.org, 30 June 2010; Elisabeth Rhyne, Microfinance for Bankers and Investors: 

Understand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Market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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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Marten Leijon, Executive Director, Microfinance Information Exchange, 3 December 

2010. 

 

透明的資訊與標準化的系統，最終能有助於投資者進行與在主流資金市場相同的

交易活動。這類的投資者需要的「市場，應該要具備投資機會透明，績效資料可

靠且容易取得、並能互相比較的特性；還要有便於投資者取得資訊的績效評等機

構 (ratings agencies)、資訊綜合者 (syndicators)、資訊交換中心 (clearinghouses)、

稽核員 (auditors) 以及其它必要的市場媒介工具，還要能容易辨認共同投資者身

份。」45
 因此，隨著資料標準化的推展，資金流動便能與資訊流動同步。在業界，

資金加速流動的風險是發生急遽盛衰循環 (boom-bust cycles) 的傾向，因為「不

專業」的資金會盲目追隨其他投資者。所以，資訊與資金流動的全球化，需要搭

配某種程度的協調監管，在一個相當層級的領域運作，以緩和此短期劇烈盛衰的

情況。46 

 

2.2 管理架構 

微型金融已經在各式各樣的文化、立法與政策背景中茁壯，致使其很難對政府在

此行業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達成共識。大多數的從業人士贊同，政府不應

該在零售層級直接提供微型金融服務，而應該在成立一個有助於為窮人建立包容

性的財務系統的監管架構中，扮演重大角色。47 

 

積極的政府參與包含： 

 

 提供適當的法律及管理環境 

政府能夠鼓舞微型金融之供應，並培養產業競爭力，同時促進透明化與責任

感。一般而言，CGAP 主張「寬鬆的 light-touch」消費者保護方針及市場行

為規範，例如資訊公開的規定、預防過度負債的防護以及簡單、容易取得的

資源機制與客戶理財教育。48 上述不但能保護消費者，而且能建立投資者信

心與市場可信度。 

 此外，大多數財務管理系統都是為銀行業所設立，而這些規範並不適合

微型金融機構的實際營運。在某些情況下，就需要發展出一些特別的手段，

進而讓微型金融機構可以接受存款，而不必受制於銀行業務法規。49其他關

於銀行業務規範的相關考慮因素範例，簡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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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銀行業務規範 向微型金融申請時 

最低資本額要求 需要在推廣金融與實際監管能力之間

取得平衡 

資本充足率 由於還款的不穩定性，可能需要備齊更

多股本 

無擔保借貸之限制 以人格為基準之借貸，不切實際 

抵押品的登記 超小額借貸太昂貴 

設立分行的條件：安全標準，工作時

數，每日帳戶清算，地點限制 

可能與降低成本及為客戶帶來更多便

利服務的革新方案相抵觸 

標準貸款文件的規定 超小額貸款可能太過昂貴及耗時 

表一來源：Cited in Brigit Helms,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Access for All: 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s (2006), 86. 

 

 

 透過大額的資金提供，為微型金融機構增加資金，及為早期投資者降低風險 

這可以包含在投資結構中的擔保資金或是「虧損上限 first loss」50，以充分

利用可運用的資金，並且降低商業投資者曝險程度。這方式對以社會效益為

目標，但欠缺長期經營記錄，偏還有高認知風險的業界助益甚多。舉一項關

於後者的例子，即 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 的三千萬歐元東歐基金，為了降

低風險及吸引商業投資客，該基金之最高額度已獲得歐洲投資基金會 

(European Investment Fund)（一個歐盟機構）的擔保 51。政府也創立了「間

接經營 second floor」（批發）制度 52，以便於提供貼息貸款給微型金融機構。

例如，哥倫比亞政府創立了「機會銀行 Banco de las Oportunidades」，以提供

微型金融機構較便宜的資金，而不是直接貸款給個別的借款人。一旦市場穩

定下來，政府必須撤回像這種資助方案—否則市場扭曲及體制性的效率低落

亦會衍生。 

 

 提供一個清晰的流程以因應商業化 

規章可以提供一個架構或是一系列媒介架構，使微型金融機構由非營利模式

轉變為金融／商業模式，而非要求微型金融機構直接由非營利部門「跳躍」

至金融部門。53 

 

 利率上限的硬性規定 

經營微型金融面臨高額業務費用；而且，如果他們想尋求自我永續發展的

話，就應該能自定足以支付費用的利率。歷史上，在業界發展的早期，有限

的競爭及規模太小，導致了較高的利率產生。然而，由孟加拉、印度及玻利

維亞的證據顯示，一旦組織達到一定規模，利率便隨著時間明顯下降，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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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效率及競爭力之特性。54 另外，此項複雜的議題需要以細緻的方法來

解決—利率經常在沒有充足相關資料（地方市場對相同貸款規模的借貸利

率，資金成本，經營利潤等），足以客觀地證明該利率確實是剝削性的情形

下，就被認定是「高利率」。 

 

 接受補貼的借貸計畫 

無效率的、接受補貼的借貸計畫導致市場扭曲，助長制度腐化，並且逐漸侵

蝕微型金融機構之持續性。要讓私人資助者和沒有甚麼實際資本成本的公營

資助者競爭，是不可能的事。 

 

最近在印度引起的爭議，可能會導致此項為微型金融的利害關係人訂的規章，提

早成為待議事項，尤其在利率控制、消費者保護及集中徵信機構的部分。 

 

案例探究 

印度安德拉邦 (Andhra Pradesh) – 

微型金融成為政治未爆彈 

在 2010 的十月，在安德拉邦傳來一則關於微型金融業界中引發混亂的消息，而

安德拉邦是印度相對較貧窮的地區，並且微型金融在該地區已行之有年。為了回

應針對剝削性的利率和壓榨的借貸制度，已造成七十多個借款人自殺的指控，地

方政治領導人鼓勵借款人不履行貸款合約，以取悅大眾。還款率因此下滑，並且

整個業界開始信用凍結 (credit freeze)。截至 2010 年十二月中旬，在孟加拉類似

的譴責，也開始爆發出相關問題。 

 複雜因素包括：無法區別微型金融者 (microlenders) 與放高利貸者 (loan 

sharks)；缺乏足以幫助微型金融機構，確認借款人無身負多重貸款（並用這些貸

款，從事能增加收入的事業，而非消費性花用）的集中徵信機構或系統；暴力催

款過程的指控；腐敗的地方政府及明顯有利益衝突的主管機關（就如許多地方政

府所為，因為它們資助並經營能與微型金融機構相抗衡的「自助團體 selfhelp 

groups」，專門貸款給窮人）。55 有許多指控指出，致力於快速擴大微型金融規模，

意味著對於能提供給貸款人 (borrowers) 有關還款規定與理財知識的訓練不

足，而且對過度負債可能引發的問題，抱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心態。 

 到本指南編寫之際，印度的 Andhra Pradesh 與孟加拉的微型金融危機的最終

結果還未明朗。我們的受訪者期盼這些高知名度事件，能在業界引起制定規範的

回應。這些規範形式不一，可能是消費者保護原則，行為準則或客訴機制等。56

針對利率管控的呼籲，也已浮現。但危險的是，考慮不周的政府回應，可能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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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微型信貸產業因為無利可圖，最後反而傷害所有的微貸受益人。如 FINCA

創辦人 John Hatch 所言：「從來沒人用使自己破產的方法，來終結貧窮。」 

 一波的規章改革，可能是業界進入新的成熟期的徵兆，因為業界在擴大規模

的此時，須要有適當的法規限制及保護；不然，可能會造成傷害甚或更惡劣的後

果。就如一位評論員所解釋的，微型金融「在它規模仍小時，發展它的借款方式，

沒人需要擔心超額借款，它就像一部沒有剎車的車子。」57 但也有人反對因為一

個本能的反應，作出過度的規範，如限制取得資金的管道，或限制其利率上限到

其無以為繼，而扼殺了整個產業，使得未來的投資者卻步。 

 

經驗 6：為了減低不當政治干預的風險，各類基金對它們的商業模式與措施，應

該盡可能的透明公開。 

_____________ 

Sources: Eric Bellman and Arlene Chang, “India’s Major Crisis in Microlend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8 October 2010; Amy Kazmin, “Microfinance: Small loan, big snag”, Financial Times, 1 

December 2010; Amy Kazmin, “Bangladesh joins microfinance backlash”, Financial Times, 7 

December 2010.  

 

由阿啟恩所創立的 Smart Campaign 非常積極地透過所提的六個「客戶保護原則

Client Protection Principles」，提倡全業界標準化的消費者保護準則。58 雖然這只

是一個公民團體針對微型金融機構的方案，這個嘗試可以事先預防未來可能限制

更多的政府規範。 

 

2.3 主流商業融資和中介工具 (intermediary vehicles) 

在初期，微型金融幾乎完全由社會或政府投資者出資。在 1980 年後期，唯一提

供微型金融的商業融資，是提供給微型金融機構，並要求沉重擔保的銀行貸款（見

1.3 節，有關補貼、擔保資金及「拉丁美洲橋梁基金」案例研究）。 

 在過去十年中，不同類型的投資產品開發，增加了對傳統私部門資源和資本

市場的資金管道。微型金融的專業化帶來深度、規模和穩定性，以鼓勵法人投資

者，開發專門的微型金融投資工具 (MIVs)。市場領導者和創新者紛紛推出債券、

股票基金和商業投資資金，大幅增加投資流動量。今天，擔保仍然存在。然而，

頂級的投資銀行和專門的金融機構，也引導了數十億美元資金進入這個市場。 

 圖 4 展示現存微型投資中介機構複雜的生態系統—例如：以微型金融為其核

心投資目標之一的投資機構。 

 微型金融工具佔市場的 76%
59（見附錄：微型金融工具全球基金列表）。在

2009 年，儘管全球金融危機，微型金融工具總資產價值，仍高達 60 億美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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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金融的全球跨境投資規模成長的速度也令人嘆為觀止（見圖 5 和 6）。這個

部分的成長是由於將微型金融看為一個與基層借款人有關的「負責任」資產類

別，這些借款人的業務在全球經濟衰退時，有相對屏障，免受太大衝擊。 

 

 

 

圖四 微型金融投資中介機構生態系統 

來源：CGAP, 2010 MIV Survey, section 1.2 

 

 

圖五 微型金融投資工具 (MIV) 資產成長 (2005-6) 

來源：MicroRate, 2010 MIV Survey (20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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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微型金融跨境投資成長表 (2005-09) 

來源：Amy Kazmin, “Microfinance: Small loan, big snag”, Financial Times, 1 December 2010 (based 

on research from CGAP and MIX) 

 

 

由於微型金融的相對商業吸引力，現在的產業看起來，可用資金來源還大於投資

這些資本的能力（見 2.4 章節，關於發展產業的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

因此，MicroRate 最新的微型金融工具調查，指出「在 2009 年，只有不到一半動

員來的資金，確實用在微型金融上。」其餘的大部分，增加了資金的流動性。60

有鑑於此，一個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全球發展中心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的資深研究員 David Roodman，還警告投資者要降低期望： 

 

「在 1990 年代中期，Alex Silva 為了成立第一家微型貸款工具『ProFund』，

千辛萬苦地籌集了幾百萬美元。現在微型金融投資經理人，都努力的在吸收

這每天湧入的數百萬美元的資金。為了此產業的健康發展著想，投資者必須

適應新的現實。如果他們不將集體限制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e collective 

limits)，他們可能是在進一步提供融資給不良借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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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資本流入此產業主要有兩個方法：通過債務產品 (debt products)，其在微型

金融產業的總投資佔 72%，和相對於債務，正逐步增加比重的產權投資 (equity 

investments)。（見圖 7） 

 

 

圖七 微型融資投資工具，％微型融資投資組合 

來源：CGAP 2010 MIV Survey 

 

 

(a) 債務融資 (Debt finance) 

建立於 1980 年代的軟性貸款債務融資模式的基礎上，在 21 世紀初開發了更多的

結構性債務商品，包括：債券  (bonds)，擔保債權憑證  (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s, CDOs)，貸款抵押債券 (collateralised loan obligations, CLOs)，以及微

型金融投資組合的證券化。儘管這個行業在這十年間，取得了顯著的規模和專業

性，這些第一代創新的產品，仍需要多邊的銀行或捐助機構擔保。 

 抵押和證券化債券產品的發展，對取得有較高的流動性的大額商業驅動資本

進入這個產業鋪路，具有重要意義。下面兩個案例說明第一個「擔保債權憑證，

CDO」和證券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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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Dexia 和 BlueOrchard 建立有市場回報的投資工具 

1998 年，一間法國—比利時的「德克夏銀行 Dexia」，和「藍色果園 BlueOrchard」

聯手創造了第一個微型金融工具，此工具超越了純粹社會動機投資者，建構了以

商業報酬率為目標，及以贖回權為特色的基金。投資者包括基金中的資金，零售

商和銀行客戶及法人投資者。在 2007 年 11 月，該基金管理金額高達 2.33 億美

元。然而，由於它的法律結構，基金只能提供短期融資，最終還是限制了它對投

資者和微型信用貸款機構的吸引力。 

 藍色果園和「開發世界市場 Developing World Markets」合作（一家企業融

資顧問公司），開發了產業中的第一個擔保債權憑證 (CDOs)。  

 擔保債權憑證克服了早期基金的限制，並提供了較長期的貸款給微型金融機

構，吸引了更大和更廣泛的投資者群，並產生了更高的報酬率。 

 擔保債權憑證的成功，還有賴「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mpany, OPIC」提供擔保，以減少投資者對風險的認知。 

 

經驗 7：只有在當需求和供給，透過提供共同語言與共同利益的工具，而達到一

致時，主流金融產品才會有所發展。 

_____________ 

來源： Brad Swans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Microfinance (2008); Elisabeth 

Rhyne, Microfinance for Bankers and Investors: Understand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Market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2009). 

 

案例研究 

花旗集團和 MF Analytics 支持「孟加拉復建協助委員會，BRAC」證

券化 

孟加拉復建協助委員會 (BRAC) 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組織之一，專門經營廣

泛性微型金融業務。2007 年，在花旗集團和 MF Analytics 的協助下，BRAC 創

立了第一個微型貸款證券化業務－很多人以前認為不可能的一個創新舉動。儘管

其享有盛名和 32 年的長期優良記錄，這個發行業務卻需要先拿出 150% 的抵押

品，及來自荷蘭 FMO 銀行和德國 KfV 銀行的補助資金，以支付交易成本。 

 這些措施讓這個發行可以獲得信評機構穆迪 (Moody’s) 在當地附屬評級機

構的 AAA 評級肯定。BRAC 收到一億八千萬美元的低成本長期投資，因此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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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資金來源多元化，並擴大其營運，以服務超過 150 萬個新客戶。這個策略受到

「國際金融評論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Review」肯定，在 2006 年，獲得年度證

券化交易獎。 

 

經驗 8：與高知名度 (high profile)、有名 (well-known) 的組織合作，可以幫助

非政府組織建立可信度和信心，以打入主流市場。 

_____________ 

來源： Shams Zaman and S N Kairy, “Building Domestic Capital Markets: BRAC”s AAA 

Securitization”, MicroBanking Bulletin, issue 14 (Spring 2007). 

 

 

(b) 股權融資 (Equity finance) 

在 1990 年代末期，股權投資隨著微型金融的商業化，和第一個開放股權的微型

金融機構的創建，而開始出現。在過去十年，它的發展軌跡和債券產品相似：微

型金融機構的初始股權投資者，先是公部門的開發銀行及非營利組織，再轉為私

人投資者。微型金融股票基金理事會 (Council of Microfinance Equity Funds)，係

所有專門投資微型金融的投資資金的最高協會 (umbrella association)，今天它有

超過 25 個成員—其中有許多來自私部門。 

 阿啟恩國際，加拿大 Calmeadow，荷蘭 Triodos 和瑞士 Fundes 共同籌集了

2,300 萬美元，成立第一個專門投資微型貸款的股權貸款基金：「ProFund」。從

1995 到 2005，ProFund 產出報酬率 6.6%—這是一個很好的結果，因為還須要考

量該基金在拉丁美洲的投資需要面對當地貨幣大幅度的貶值。62 在微型金融的產

權投資估值增長，說明了產業如何對商業投資者而言，更具吸引力和更合理化。

據 JP 摩根和協貧資詢中心 (CGAP) 微型金融資產質量的報告，微型金融產權投

資的帳面價值，已在過去 10 年增加 1 倍到 6 倍。63 

 微型金融機構渴望以較優惠條件存取大量的資金，而首次公開募股的成功案

例，也刺激了產權投資的增長。只有在有運作良好的股票市場的國家中，那些最

大和最有效率的組織，才有能力作出這樣的轉變。 

 在印尼的人民銀行 (Bank Rakyat)，孟加拉國的 BRAC，肯亞的股權銀行 

(Equity Bank)，墨西哥「分享銀行 Compartamos」和印度 SKS，就是初始投資者

收到初始資本額數倍回報價值最好的交易例子。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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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紅杉和 SKS (Sequoia and SKS) — 

創投資金投資豐厚的回報  

SKS 係印度成長最快的微型信用貸款機構之一。於 1997 年成立時，為一個非營

利性的組織，並於 2005 年 1 月轉換成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非銀行金融公司 

(Non-Banking Finance Company)。在印度像 SKS 的組織，通常面臨 9-12%的資金

成本（借貸成本）和 15-18%的營運開支。在 2007 和 2008 年，該組織在一個位

於波士頓的避險基金 Sandstone Capital 主導的交易中，從私人投資者籌得超過一

億美元資金。其中一個主要投資者是印度紅杉資本 (Sequoia Capital India)，投資

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以平均成本每股 88 盧比收購股權。 

 自從那個時期開始，SKS 貸款組合每年增長 300%；其在 2008 和 2009 年的

利潤成長，分別為 116%和 329%。這樣的指數成長，及渴望更多流動性的資金

來源，以推動更大的規模擴充，SKS 於是在 2010 年底，以每股 1,036 盧比價格，

進行首次公開募股。該募股獲超額認購 13.6 倍。紅杉獲得 12 倍的投資報酬（每

股收購成本）。 

 正如 2.2 節所言，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巨額利潤，在印度 SKS 的家鄉，Andhra 

Pradesh 的微型金融業重大危機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經驗 9：一旦組織達到規模，展現出長期成長，並證明有穩定回報的記錄，主流

資本市場就會進入該組織。這同時也注入了專業知能，可以大大的促進市場的成

長。 

 

侷限：主流資本市場的本質是利潤導向的。當他們參與的組織有不只一個效益 

(bottom line) 考量時，可能有使命衝突 (mission conflict) 或使命移轉 (mission 

drift) 的狀況發生。 

_____________ 

來源： “SKS Microfinance Raises $75.4m in Equity Capital in Transaction Led by Sandstone Capital”, 

Microcapital Story, 14 November 2008; “Unitus Equity Fund Investment in SKS Microfinance Valued 

at $60m, Partial Exit Expected This Week”, Microcapital Story, 30 July 2010; “SKS Microfinance 

Public Issue Too Expensive, Say Analysts”, Microfinance Africa, 27 July 2010; “India News: SKS 

Microfinanc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Sequoia Capital India, 16 August 2010; “Madhav A. Chanchani: 

Narayana Murthy”s Catamaran Invests Rs 28Cr In SKS”, VCCircle, 26 Marc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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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分享銀行 (Banco Compartamos )— 

微型貸款涉及首次公開募股的爭議 

在墨西哥的「分享銀行 Banco Compartamos」，是在 1990 年，一個由天主教社會

行動團體開創的非政府組織，它接受補助款捐助的來源包括：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美洲開發銀行 (IDB) 和協貧資詢中心 (CGAP)。在 2000 年代早期，

分享銀行發行了數個最初需要公共部門（機構例如國際金融公司, IFC）作擔保的

債券。先是建立了長期優良記錄，後來發行的債券就都是純粹商業性和無擔保債

券。 

 在 2006 年，該組織成為一個受政府規範的銀行，並在 2007 年 4 月，進行了

微型金融歷史上，利潤最高的首次公開募股，藉由出售 30%的股權，在墨西哥證

券交易所集資 4.67 億美元：那是 13 倍的超額認購，有 5,900 位主流的國際基金

經理，商業及散戶投資者為其主要購買者。這導致了 24.2 的本益比 (P/E ratio)

和原始投資者 8 年約 100%的複合投資報酬率。 

 分享銀行首次公開募股在商業上的成功，是歸功於其優異的成長紀錄和健全

的財務表現。然而，這樣的表現部分原因是，在某些情況下，它甚至收取超過

100%的利率；而它的資本成本 (13.6%)，營運開支 (36.4%)，稅 (11.32%) 和加

值型營業稅(15%)，累計佔不到貸款組合的 80%，意即它有超過 20%的利潤空間。 

 由於效率低下，高成本和競爭有限，墨西哥銀行通常收取高達 90%的利率。

然而，分享銀行一直能夠產生較高的效率和堅強的信用評等，是由於其以營利為

目的取向。批評人士指責分享銀行並不將這些節省下來的利潤轉給貸款人，而是

將利息收入拿來提高自己的利潤。因此，在 2007 年，它的股權報酬率為 38%，

資產收益率為 17%。相反地，一般墨西哥商業銀行的平均股權報酬率為 15%，

而平均資產報酬率為 6%。 

 這種情況已引起了使命移轉，甚至是剝削的指控。另一方面，銀行的支持者

指出，吸引大量投資者資金的利益，包括更大的競爭力，在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

開問責度和提供給窮人更廣泛的金融產品等。 

 

經驗 10：優異的財務表現將捕獲市場的關注和資源，但關於商業模式的透明度，

從一開始就有的明確使命和倫理守則，將有助於合理化獲利率，和維持公眾的信

心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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侷限：目前尚不清楚，營利動機如何能和諧地和主要從事對社會問題產生影響的

組織共存，尤其是當這些組織在經營初期，曾接收來自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補助

或補貼。 

_____________ 

來源：Richard Rosenberg, “CGAP Reflections on the Compartamo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A Case 

study on microfinance interest rates and profits”, Focus Note, No 42 (June 2007). 

 

 

(c) 「使命移轉」的爭議 (The ―mission drift‖ debate ) 

迅速採用商業化過程的轉型影響，特別是在對微型金融機構和首次公開募股的股

權投資激增，是此行業兩極化的發展。許多人認為微型金融機構商業化，及將微

型金融與全球化資本流動聯繫起來的舉動，是造成「使命移轉」的根本原因，據

稱反映在下列的產業轉移上： 

 從「最窮的窮人」轉移目標到「不太窮的窮人」身上 

 從農村轉移到城市 

 從創業到企業成長 

 從同儕集體貸款 (peer lending) 到個人以抵押品貸款 

 從輔助服務和非金融推廣轉離（包括增值服務，例如培訓和對貸款人的債務

建議） 

 主要受益人從窮人轉移為投資者 65
 

 

這個論點是，專注於產生財務利潤，及定位微型金融機構，以獲得商業資金的做

法，弱化了這行業偏好服務「難以觸及」（邊緣化）的客戶端；而這樣的使命移

轉，削弱了業界對社會的影響。有些人，包括穆罕默德•尤努斯，認為微型金融

正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尤努斯說他並不反對盈利。但他譴責那些尋求暴利的公

司，扭曲了微型金融的原意：幫助窮人。從尤努斯的觀點而言，業界應擺脫追求

極大利潤，回到對窮人的關注。他說：「如果不這麼作，你就不是在幫助窮人的

生活」。「你沒有耐心。你沒有自我克制。你沒有同理心。你只是利用他們來賺錢。

這就是使你在營利的世界盲目的原因。我們需要看到的是人，而不是利潤。」66

對尤努斯而言，貸款的經驗法則，應該是資金成本加 10%。 

 鄉村基金會 (Grameen Foundation) 亞洲區執行長 Jennifer Meehan 解釋：「這

產業的某些部分，已經失去了它存在的目的。微型金融是一個以達到減少貧困為

最終目的的手段。」 在印度，一些大型微型貸款機構都聚焦在「該機構的成長，

而不是客戶的轉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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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也有人認為，上述的「移轉」是基於對微型金融的歷史和目的被誤導

的刻板印象上。根據這一個觀點，進入主流資本市場是最好最自然的方式，以擴

大和擴展規模。一個倡導者寫道：「如果我們把利潤視為從窮人那『竊取』來的，

我們就是剝奪微型金融最重要的指導機制。」在沒有利潤的情況下，資金的運用

將會沒有效率，而微型金融機構將失去誘因，以提供他們的客戶真正想要的產

品。68 

 另一名業者提醒想要結合商業資金來源，以服務社會目的的投資者，一些不

可避免的緊張情況。他說：「投資者必須有更實際的期望。公司不是為提供他們

的利益而存在，公司的存在是為了服務客戶，而他們能賺錢是因為他們表現良

好。」 
69 這裡的論點是，能獲利的微型金融機構，它負責任和永續的經營模式

與它的長期財務回報是完全一致的。 

 當社會投資市場到達規模，並繼續獲得更多商業投資者的興趣，使命移轉爭

議是業界所必須要面對的。該部門的成功將部分取決於資金問責度的改進。雖然

一些社會投資基金，可能會比其他人更加有「社會動機」，其實所有人都應該符

合道德行為標準。隨著社會投資市場的愈臻成熟，這些道德標準需要被公開的討

論和制定。 

 一個成熟、運作良好的市場，另一個重要的面向是資訊透明度—這意味著被

投資者使用一致的語言和工具，以描述和展示他們達成的社會影響；而投資基金

清楚地傳達他們的商業模式和投資門檻（資金成本，財務回報上限等）。然後，

投資者可以對適當的工具做出明智的選擇，實現他們的社會投資目標。 

 

2.4 產業建設者對於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 的貢獻 

當微型金融產業趨於成熟，越多來自商業和法人團體投資者的注意力，意味著(1)

對尋找舒緩大筆尋求相對稀少的投資機會的資金，及(2)改進對缺乏在全球化金

融產業運作成熟度的地方層級微型金融機構的吸收能力的需求越大。這個訓練和

顧問的角色，通常很難與參與者的其他活動完全區分開來，包括投資人、中介機

構和比較成功的微型金融機構，如 Grameen 和 ACCION，也同時扮演更重大的

產業建設角色。 

 然而，有新的因子浮現來幫忙彌補供給和需求間的差距。一些像「發展中國

家市場 Developing World Markets」70 和「結合金融投資 Unitus Capital, UC」等的

組織，開始提供諮詢服務、技術性協助和媒合服務，給那些在擴展和服務商業投

資者上處於臨界點的微型金融機構。這項技術性協助在微型金融的專業化和商業

化方面有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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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結合金融投資公司 (Unitus Capital)： 

回應市場對中介機構和吸收能力的需求 

 

結合金融投資 (UC) 透過他們的四點「Unitus 促進模式 (Unitus Acceleration 

Model)」扮演一個催化者角色，在微型金融生態系統開拓出一個獨一無二的作

用：選擇有實力的微型金融機構和領導人、將他們連結至關鍵投資、諮詢成長的

侷限和議題、和成為連結微型金融機構和資訊等的匯集點。71
 

 在 2004 年，Unitus 創立一個資金市場團體，為微型金融機構安排融資作顧

問。以非營利架構運作了四年之後，結合金融投資 (Unitus Capital) 獨立為一個

營利的金融顧問公司。「這是一個理性的運作：這個部門有關永續性，所以將團

隊保持在非營利部門，和與捐助者資金潛在互相資助，感覺是不對的」72，Kylie 

Charlton，Unitus 總經理解釋道。 

 「我們看到更多金錢流進微型金融，設立更多基金，卻找不到管道可以投

資；再者，這些外來資金的設立並沒有地方的參與。」73 
UC 指導微型金融機構

在投資上的準備和如何交涉互利的條件。當 UC 開始運作初期，「我們看見那些

微型金融機構可能經歷了從非營利轉變到營利的過程，但卻有困難取得可用的資

金。我們看見很多沒辦法找到連結（投資機會）的資金。」74
 

 由於它的深度專業和市場定位愈趨明顯，在微型金融資金的供給與需求之

間，UC 是一個有效能的中介機構，尤其是從大規模的投資銀行、商業銀行、法

人投資者、和微型金融投資工具的資金。 

 最近幾年來，UC 發現它的微型金融仲介技能，可轉移到其他社會目的的組

織和部門。 

 

經驗 11：有深度專業的中介機構，透過有效率地媒合資金的供給與需求，可幫

助增進產業發展，尤其是那些也在地營運，以開發客戶投資意願的中介機構。 

 

侷限：為了維持長期生存，營利中介機構需要專注在與已達足夠規模的大型組織

的高價值交易上。因此，這些機構必須達到一定的產業成熟度才可行。不幸地，

這會導致「挑櫻桃 cherry-picking （挑肥揀瘦）」，只挑最有利可圖的顧客的現象，

除非中介機構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在獲利率和成熟度的各階段，適當地平衡它在

大小組織之間提供的服務。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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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Unitus website, http://www.unitus.com/; Unitus Capital website, http://www.unituscapital.com/; 

interview with Kylie Charlton, Managing Director, Unitus Capital, 23 November 2010. 

 

建議 

viii) 推廣透明市場，並且補助提升透明度的倡議 

社會投資市場維持著晦暗不明。在幫助建立產業信心和可信度上，那些幫助

改善市場透明和獨立的評鑑（例如評等機構、研究機構、各類指數、科技平

台等）的組織十分重要。然而，這樣的組織很可能在最初時期需要補助，以

支持它們本身的設立。 

 

ix) 分享最好的措施和評量方法，且誠實面對失敗 

訪談中揭示了一個共同看法，即任何社會資金市場的「小心翼翼 kid glove」

處理方式都即將結束，而且在某些方面，大眾注意力轉移至微型金融及其在

展示影響力上已明確有混合的效果，也催促著這個過程的發展。社會目的事

業體對社會影響力需要一個非常清楚的主張。這意味著集體投資在能帶來公

認的評量及影響的產業工具。當然，必須小心不會因為標準化而導至「一體

適用 one-size-fits-all」的方法。投資社會效益 (SROI)、全球創效投資評等系

統 (GIIRS)、和新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RIS)
75 等的努力是個好的開始，但

是離全面被採用和接受還很遙遠。 

 

x)  採用促進可行的社會投資資金，發展和其他市場基礎建設的產業規定 

第一步是要重新檢視應用在創效投資的金融服務規定。目前的規定對任何在

社會投資中尋求專業化的投資資金，造成了重大的成本負擔。尤其，針對有

慈善目的、從非營利到商業結構轉換的過程、消費者保護標準及產業行為準

則等金融措施的適當法律結構，必須給予優先考量。為了避免市場扭曲，某

些機制應被時間淘汰或有日落條款。更具體地說，可修改遵照登記、授權和

獲得執照的要求，以了解許多有潛力社會投資家並非來自金融服務背景－且

將較少執行一些與金融專業有關連的活動。 

 

xi)  給首次投資者提供補助和擔保，以善加利用開拓資金 (pioneering funds) 和

減少風險 

市場不一定會只因為一個模式已被補貼或慈善捐款支持所「認可」，並看似

可以長期發展，就會彌補資金缺口。不要過分承諾部門的潛在短期自我持續

性，或低估一些長期且可能是永久的補貼和擔保的角色。儘管補貼常被視為

扭曲了原本運作良好的市場，但事實證明它在推動微型金融產業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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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該產業在初期被認為對商業投資者而言風險太高。在英國和全世界的創

效投資發展，都一樣地依賴著這個支持，直到有更高知名度、更好的經營紀

錄、和更有效益的中介機構，能帶來一個風險調整收益 (risk-adjusted returns) 

是可能及可行的差異化市場 (differentiated marketplace)。 

 

xii)  鼓勵主流金融參與特別是那些已經展現優良紀錄並嘗試擴張規模的適當機

構 

因為某些「土生土長 home grown」的解決方法無法與商業來源的資金結合，

微型金融產業的發展在一些案例上停滯不前。悠久的商業組織可提供這些方

向，不論他們是評等機構、投資銀行、律師事務所、股票和債務投資工具等

等。 

 

xiii) 促進與發展創新金融機制和商品的主流商業組織的跨部門合作 

一旦微型金融機構成長得夠成熟，他們便能夠與主流商業實體，在發展證券

化和其他債務商品和利用股權投資上平起平坐。比較健全的慈善機構和社會

目的組織，可以領導部門在金融合作模式的創新，和推廣實際的成功案例。 

 

xiv) 當追求商業利益時，應防範使命移轉 

組織必須確定資金來源符合他們的社會創效目標。當尋找更多的商業資金來

源時，對社會使命進行圍欄保護 (ring-fence) 就變得更加困難，特別是如果

該使命隱含著對利益的限制。透過堅強的領導和管理、聘雇措施、治理結構

及透明化，建立致力於社會使命的有效組織文化，全部都可以幫助緩和使命

移轉的風險。但是組織應該要明確的表達給有潛力的投資者，在成長速度或

影響深度之間要有一個清楚的選擇。 

 

xv) 同步發展投資對象對資金的吸收能力 

投資對象鮮少準備就緒投資。微型金融部門創立者和中介機構，在建立和專

業化投資對象的經驗，對廣泛的創效投資產業富有啟發性。在 2011 年，顯

示出微型金融沒有資金提供的瓶頸，而是缺乏真正專業，富吸收能力以有效

運用這些資金的微型金融機構。投資準備就緒仍是個沒有簡單解決方法的重

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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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動建立與文化因素 

3.1 國際發展的文化態度 

經歷了數十年的成長，微型金融明顯地與現行的社會文化規範相輔相成，並緊密

聯繫著個人，社會與市場。有些人主張，傳統國際援助方式已被查覺之缺失，及

1980 年代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意念強力復甦，微型金融已大大地吸引了全球

的開發從業者，倡議者與政府。76 有了如此有利背景，微型金融特別引人注目的

特色包含： 

 

 自我永續性的願景與潛力（儘管在微型金融初創的前十年，並未展現這

種潛力）； 

 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發展模式； 

 有多方面的影響力。在其他社會效益方面，微型金融被認為是能直接根

除貧窮的方案，同時也是賦予女性權力及促進社會包容力的工具； 

 隨著驚人的還款率，具有能客觀衡量的影響力；77
 

 具有可複製性； 

 明顯及廣泛的市場需求。對於早期被傳統銀行制度忽視的終端客戶來

說，微型金融服務相當受其歡迎。 

 

然而有些觀念已隨著時間，演變成具有爭議性（比較明顯的包含還款率，社會影

響之衡量及聚焦在財務永續性上），這些觀念有助於批判性地思考，當今的社會

融資活動，如何潛在地影響當前的社會經濟與文化潮流。 

 

3.2 業內的倡議、結盟與合夥關係 

倡議與合夥關係對業內是助益甚大的；微型金融運動創造了一個相對具有支持性

及合作性的生態系統，所有相關組織皆能在此自由分享經驗與知識。在此有一個

例子即是「小型企業教育及推廣網絡 Small Enterprise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Network，SEEP」，該組織已持續 25 年舉辦論壇，以聯繫微型金融業者，互相分

享最好的實戰經驗，並提倡討論業界標準與匯報方式。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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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探究 

協貧資詢中心 (CGAP)— 

產業知識中心的創立 

協貧資詢中心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CGAP) 在 1995 年，由 33 個

頂尖、雙邊的國際捐款組織，以及關鍵的基金會支持者所共同發起。總部設於世

界銀行大樓內的協貧資詢中心，扮演了產業資料及研究的定錨點，為作業標準及

倡議建立共識，以及為利害關係人提供訓練課程等等。倡導者於此團結在改善取

得金融服務管道，並減少貧窮的共同目標之下。這種層級的協力行動，是在一般

社會投資市場所未見的。 

 在為此指南進行面談時，所有與談者皆視協貧資詢中心為此業界具有權威性

的資訊和專業知識寶庫。 

 

經驗 12：以公正中間人身分，團結單一的產業體，能為共同的行動創造一個強

大的平台。 

_____________ 

來源：CGAP website, www.cgap.org. 

 

3.3 社會運動及主流宣傳 

另一個關於維繫微型金融的團結運動的顯著轉折點，就是 1997 年的微型金融高

峰會。 

 

案例探究 

微型金融高峰會活動 (Microcredit Summit Campaign) 

1997 年的微型金融高峰會，有超過三千位產業界人士參加，是業界團結運動的

早期真實指標之一。此高峰會由 Sam Daley-Harris 及其組織 RESULTS 刻意為了

以團結業界為目的而召開。該會議號召業界，在 2005 年達到服務一億人的目標。

從那時起，幾乎每年都會舉辦類似的高峰會。 

 很快地，高峰會及其主辦單位面臨嚴厲批評，包括：在建立業界上居功太多，

未隨時間進步、視野狹隘、甚至激發衝突對立。雖然它的影響力也許已逐漸衰退，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高峰會在制定被普遍認為無法達到與追求的「革命性目標

revolutionary goals」上，扮演了催化的角色。高峰會團結了整個業界，建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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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成員都能會面、討論及被傾聽的場所，讓所有的媒體、政府、資助人及其它

支持者都能了解業界現況。 

 

經驗 13：雖然任何業界都鮮少意見完全一致，當他們對外呈現一致團結的表象

時，全體業界均可獲益良多。 

 

侷限：在一個快速成長而成員卻有完全不同意見的領域中，很難長期維持團結的

表象。1997 年的微型金融高峰會及其後續的磅礡氣勢，寫下了開創性的時刻。

但若要永續維持這種氣勢，恐怕就不太可行了。 

_____________ 

來源: The Microcredit Summit Campaign website, http://www.microcreditsummit.org/; Susan Davis 

and Vinod Khosla, Taking Stock of the Microcredit Summit Campaign (2006). 

 

儘管如此，高峰會的氣勢所帶來的重大宣傳鋒頭，包括：聯合國指定 2005 年為

「聯合國微型信貸年 UN Year of Microcredit」，及 2006 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

給鄉村銀行及其創辦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有了此獎，尤努斯似乎躍上國際舞台，

受到媒體及廣大群眾的關注。微型金融高峰會活動的成員 Sam Daley-Harris 在提

升尤努斯以及鄉村銀行知名度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有系統地將他的成功故

事，介紹給美國國會議員，召開記者會，並提前在諾貝爾獎頒獎前，在美國電視

「六十分鐘」節目中，讓尤努斯搶先曝光。由於某些特定人士深思熟慮，目標明

確地努力，讓微型金融聲名大噪，廣為美國大眾、政策制定者及投資者所熟知。  

 

3.4 運動建立與文化因素的結論 

就個體來說，這些事件與組織相對來說看似無足輕重。然而，他們集體地形成一

個有意義的運動，結合一段強力的歷史背景及把握時機的手段，突顯早期領導者

的努力與韌性，產生一股眾所矚目的潮流。我們的其中一位受訪者強調：「我們

不能低估這普及的主流支持間相互關聯的演化，以及當下主要中介機構與投資

者，所踏出試煉性的一步」。79 

 社會運動持續與全球經濟秩序發展，劇烈快速地相互影響。其中一個例子即

是「道德消費者 ethical consumer」的崛起。雖然並非全然創新之舉，這運動卻能

改造透過社群網站及線上工具賦能的消費者，成為商業與市場潮流的「驅動力」，

而非只是被動的參與。道德消費者運動已經和微型金融產業產生交集，透過 Kiva, 

MYC4, MicroPlace, Shared Interest
80 等微型創業家提供小額貸款，賦能個人表達

他們的價值觀。此情況將一般零售消費者轉變成微型經濟的直接投資者，否則該

經濟將與消費者的直接影響範圍失去連結。這是英國社會投資市場，所應該嘗試

利用的一種文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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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xvi) 善用市場對新點子的渴望 

強調社會投資市場的潛在能量，以形成一個更為永續的資本家投資模式，相

對於造成現今經濟動盪，難以為繼的模式。81確實，全球金融危機很可能為

創效投資開了一扇機會之窗。當傳統投資苦苦掙扎之際，許多創效投資（特

別是在微型金融界）相較起來，好像表現還不錯，即使它們的收益相對微薄。

同時，用提供社會投資的成功例子的方式，要多參與金融基礎結構的公平性

及倫理的論辯。 

 

xvii) 創造業界一致的聲音以與媒體及公民社會其它份子溝通 

微型金融產業展現了一個一致的目的，使其得以用統一的聲音對外溝通，及

吸引媒體、政府及捐款人的注意。最好的例子就是 CGAP 及業界其它組織

的創立，及在微型信用高峰會 (Microcredit Summit) 刻意謹慎的舉動，以創

造業界協調的行動。 

 

xviii)創造區域及全球性運動的氣勢 

微型信用高峰會代表了一個齊心協力的努力，以創造共有的氣勢。一些活

動，像是美國的 SoCap 年度會議、英國的思高世界論壇 (Skoll World Forum) 

及 Good Deals 會議、EVPA（European Venture Philanthropy Association 歐洲

公益創投協會）年度會議及其它聚會，都展現了形塑一個更廣泛的社會金融

運動國際聯盟的潛力。 

 

xix) 提升主流的肯定 

聯合國的微型信貸年及諾貝爾獎，加上其有關成功消除貧窮的故事，吸引了

大眾對微型金融的注意力。社會投資市場需要利用機會，集結主流大眾的支

持。 

 

xx) 善用社群網絡科技與線上運動 

社會投資市場在利用一些運動，如群眾募款 (crowd-funding)、行動科技及

社群等，以建立替代募資管道上，特別居於有利的地位。應該鼓勵市場業者

在建立線上平台上彼此合作，以分享社會投資數據及做必要的審查、以利共

同投資 (co-investments)及對既有投資提供轉貸 (re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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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 不要吹噓社會金融業界的能力與任務。 

我們的受訪人強調要小心，因為不切實際的期待與極端快速的擴張所帶來後

座力的巨大風險。82 大肆宣傳找到貧窮的「解決方案」、超低的違約率、對

女性的福祉及對貧窮貸款人的堅定信任，都可能浪漫化了微型金融的潛力。

從業者在建立較廣的社會資金市場時，應牢記風險的後遺症，並持平地將社

會融資視為一般公民社會機制。對維持業界活力的立即需求，應與設定切合

實際的長期需求相互平衡。 

 

 

結論 

 

微型金融對社會投資有多適用？ 

決策者、倡議者和其他市場參與者，應該要對微型金融和其他社會投資機制之間

相似與相反的重點有清楚認知，才能在發展社會投資市場時，對其有適當的理解

與借鏡微型金融的經驗。 

 

i) 目標市場與評量標準：雖然可以並已經實施微型金融的應用領域是很多元

的，一般來說，對光顧微型金融機構的「終端用戶 end user」，已有一個很

好的也相對同質性的定義。相反地，在廣泛社會投資市場的最終受益人或商

品與服務的買方卻很難定義，原因是慈善團體和社會企業在資金的需求、使

用和複雜程度上更加的多樣化。在其他障礙之外，這使得社會影響力的測量

和通訊相對地更加複雜：預期的影響差異太大，因此測量它們的工具亦然。 

 

ii) 投資對象的商業性：微型金融的貸款常常直接投資在理論上會產生現金流以

提供還款的微型企業。微型金融的目標市場通常是可以支付所得的服務、具

有大量生產模式（量大，成本低）、相對地標準化產能和有吸引國際和雙邊

的援助捐款者的堅強發展觀點。83 因此，微型金融和產生收入的其它社會事

業，也許特別的適合從事所投資事業的商業經營。相反地，其它在社會投資

市場的投資對象－也就是慈善團體和社會企業－將目標設在受益者經常無

法支付所得的服務，或可能有與補助為主的融資相關（經常不必要的）限制，

都妨礙達到吸引商業資金必要的利潤空間。 

 

iii) 產業成熟度：鑒於社會投資市場相對較新，微型金融保守地說也有 30 年的

發展紀錄。在許多方式中，它的成功來自於紮實的經營表現和許多同時從錯

誤中學習、演化模式和建立關係的機會。一旦發展開來，微型金融模式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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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類似的地區與部門就很容易複製。社會投資市場可以加速此發展軌跡，

但仍需要耐心和長期的投入。 

 

iv) 與平行部門的關係：微型金融有強烈的國際發展需求，引來資金充裕的國際

援助產業的大量關注和投資。社會投資市場有個廣泛的任務和（至少至今日

而言）對國際機構與多邊組織相對鬆散的連結。 

 

v) 哲理上的緊張：微型金融內含著兩股立場迥異的強烈緊張局勢，一邊是那些

即使需要依賴補助，也認為一定要維持堅強社會正義基礎的人，和那些覺得

即使高昂的成本，意味著無法或難以達成服務最貧窮或最困難接近的人，關

鍵是為了服務窮人，要建立一個健全且永久的金融系統延伸部門。即使現今

較少有人提及，社會投資市場的倡議者，也在市場真正的商業可行性和擔憂

使命移轉上，有不同觀點。此緊張局勢可被視為「財務優先 finance-first」

和「創效優先 impact-first」投資者兩極化的對立。84
 

 

 

應用經驗至社會投資市場 

此指南一開始就表明學習微型金融的進展的意圖。我們現在就重新審視之前提到

在社會投資市場已存在的缺口。 

 

四大支柱 

i) 來自志工及社區服務界明確且資訊完整的需求 

在許多方面，這個支柱有關部門的吸收能力，和對融資的需求越來越複雜的

本質。 

 這兩個議題皆已反映在微型金融的早期發展。微型金融被非營利模式支

配了二十年，當時非營利微型金融機構缺少商業金融機構的嚴謹。捐款團體

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密集努力，提供了訓練和技術性支援；而後，這個建立能

力的角色由中介機構如結合金融投資 (Unitus Capital)、市場評等機構如

MicroRate 和會員網路如小型企業教育及推廣網 (SEEP) 所延續。此外，商

業化的過程造成資金來源更多樣化的需求。 

 

ii) 有效率的供需媒合 

微型金融面對了類似初期市場沒效率的挑戰。早期微型金融網絡和非正式關

係助長了這個過程，但執行成本極高，因為交易規模太小和尋找可行投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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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花費太高。再者，早期交易被認為是極端冒險。這顯示出已被以下的結

合所克服： 

 

 早期關鍵參與者有遠見的行為； 

 大筆捐助資金的流入為早期中介資金吸收風險； 

 由於商業化的專業化壓力和灌注在有利環境的密集支持，造成吸收能力

的強烈改善； 

 在一段時間後，微型金融的風險溢價 (risk premium) 降低，因為已證明

違約率很低，且還款率很穩定。 

 

很多人會爭辯，大幅增加的微型金融投資，現在正掙扎著要找尋適合的機構

來投資，隨著大部分的錢仍然同樣流向頂級的微型金融機構和微型金融工

具。現在太多錢追逐著很少的微型金融投資機會 85。此產業依然須要進一步

的創新，來繼續為媒合供給與需求，創造更有效率的管道。 

 

iii) 投資機制的多樣化 

為了做到有效率的市場，理想上，每個投資工具都應該建立在一個清晰的認

識上，即對於社會和財務收益的期待，和兩者之間可接受的取捨 

(trade-off)。許多債務和股權工具的浮現，還有微型金融投資中介機構和微

型金融工具，都受到關心社會的資助者的補助，誘使更多商業資金進來這個

產業。這些發展提升了投資者、其他資助者和微型金融機構之間的透明度。 

 然而，最近在印度的事件（詳見案例研究：安德拉邦－微型金融成為政

治未爆彈，章節 2.2）顯示了此類討論，在微型金融產業上的解決方案還遙

遙無期。微型金融的投資者依舊分歧，且產業的根本挑戰依舊是協助投資者

辨識，相對於其他投資者，最能配合他們投資優先考量和風險取向 (risk 

profile) 的微型金融機會。 

 在此時，沒有單一模式或一組模式夠成熟來證明社會投資（或某個類別

的社會投資）的可靠性和永續性－即使慈善援助基金會、Triodos Bank、the 

Esmee Fairbairn Finance Fund、Allia（之前的 Citylife）、Social Finance Ltd 等

正取得進展。證明投資模式真的可行會幫助投資者和中介機構，澄清這個資

產類別的風險、報酬和價格之間的關係。 

 國際金融機構和援助組織替微型金融基金，如 BlueOrchard，吸收了第

一波的風險，重要的慈善家可扮演一個類似的角色，以吸引私人資本到英國

的社會投資市場。舉例來說，產業內第一個批發社會投資銀行 Big Society 

Bank 的建立，將是為公民社會帶來大量的私人資本的一個重要創新。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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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這類里程碑必須要在這新興資產類別建立可信度，並證明可以減輕及管

理與社會投資相關的風險。 

 撇開對使命移轉的擔憂，開發金融機構 CDC 的商業成就，它獨立出去

的私募基金 Actis 和 Aureos Capital，和 CDC 投資對新基金管理人的正面影

響，證明了政府支持的機構於降低在新興市場的股權投資有關的風險觀念所

能做的貢獻 86。有相對低風險的擔保可以槓桿相當數量的私人資本。然而，

反省這類資金有可能排擠私人資本，或過度膨脹市場的微型金融爭議是很重

要的。 

 

iv) 強力的資金供應 

在 2009 年，私人法人投資者占了微型金融資金的 49%，零售和高資產淨值

投資人貢獻了其他 30%，政府投資人占了 21%。87 在取得私人資本上明顯成

功的看法，並沒有平息對有關適當的來源和微型金融中的資本供應量洶湧的

爭辯。緊張情形特別涉及：對補助資金持續的需求，以資助較為社會走向的

計畫；過度公共資助的潛在性（包括來自國際機構，例如國際金融公司 (IF) 

和大型援助機構）阻礙地方上以存款為主的機構的成長；公共資金排擠私人

資本適當流向財務上更能永續發展的模式的潛在性。 

 

 

其他基礎建設議題 

 需要一個一致的聲音，也許用業界團體或協會的形式，來遊說規章制定和建

立大眾的認同 

本指南強調了「微型金融高峰會 Microcredit Summit」和「協貧資詢中心

CGAP」在促進產業的提倡、合作和觀念領導上的角色。全球創效投資網 

(GIIN) 可能為全球創效投資社群扮演相似的角色。然而，此產業尚有空間

給既有或新創的組織在地區和國家層級上執行這個功能（例如：歐洲公益創

投協會 The European Venture Philanthropy Association、慈善基金會協會

Association of Charitable Foundations、國家科學技術和藝術基金會 (NESTA) 

等）。重點是，合理的爭議與討論對部門發展雖是有益的，然而一樣重要的

是一個能激勵資金、遊說制度變革及為產業建立公共品牌的團結表像。 

 

 商品、基準指標、語言和衡量基準的標準化 

就微型金融而言，商業資本的引進同時帶動了將商品標準化的運動（透過微

型金融工具）和創造評量彙報的統一系統（透過如 Mifos 和微型金融資訊交

流平台的工具彙報）。在微型金融中，標準化仍是個正進行中的過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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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工具無疑地會繼續為更廣泛的社會投資市場有所貢獻，而那市場現在

必須開始平衡持續創新，與標準化術語及產品提供所帶來的穩定性與透明

度，兩者之間的益處。 

 

 為確保財務與社會效益的「取捨」更加透明，須要更明確的社會衡量標準 

案例如MicroRate者，為｢社會影響力｣評等採用的方法對這方面有很大助益。 

用證據基礎評量來標準化減貧措施的企圖持續進行，而全球適用性和一致性

對產業來說仍然是個挑戰。當較大的微型金融機構被證明是利潤可觀，而且

被問了很多這會如何影響這些組織的固有社會使命等等問題時，這就變得越

來越重要。 

 英國的社會投資者和投資對象面對相似的問題，但這個爭議可能會隨著

更多社會創效投資（尤其是那些牽涉弱勢族群）的營利模式被證明可行，而

逐漸升溫。針對社會影響力的定義和評量，維持非常清楚的過程和目標，對

保護產業的合理性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支援組織、評等機構、知識中心與其它 

作為一個社會資本市場中，有相當規模的部門，微型金融享有支持它交易市

場的組織－MicroRate、微型金融資訊交流平台、結合金融投資、協貧資詢

中心和好幾個其他組織，在本指南中都有提到。性質類似的參與者，現在正

慢慢浮現在社會投資市場，例如全球創效投資網 (GIIN)、全球創效投資評

等系統 (GIIRS)、創效報告和投資標準 (IRIS)、新慈善資金 (NPC) 和其他

在英國 88 或其他地方的組織。它們都可以向微型金融的先驅們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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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個來自微型金融的經驗 

 

以下是本指南獲得的 13 個來自微型金融的經驗： 

 

鄉村銀行前二十年—資金補貼與軟性資本的角色 

 經驗 1：想要證實概念和達到規模，新型社會投資模式首先需要大量的資金

補貼，而這是傳統的商業資金來源所無法提供的。 

 

拉丁美洲橋樑基金- 擔保資金的促進角色 

 經驗 2：因為還款可靠性已獲得証實，在最終真正提款前，擔保資金可以成

功地用來吸引商業資金投入這個產業。 

 

從 Prodem 轉型到「太陽銀行 BancoSol」—微型金融商業化之濫觴 

 經驗 3：採用商業化的商業模式是能夠從商業來源取得資金的先決條件。 

 侷限：如同本指南第 2.3 節中所討論，由於深切了解，財務成果非常容易地

就會被視為比社會成果優先，產業領導者對微型金融商業化的支持，因此並

無共識。 

 

MicroRate- 提升產業透明化 

 經驗 4：資訊和彙報應該盡可能反映商業市場的慣例語言，來獲得主流投資

者的信任。當投資者基礎擴大，那些比較不熟悉此資產類別的人，將會愈來

愈依賴資訊提供者對所提供數據的解釋。 

 

Microfinance Information Exchange (MIX) 微型金融資訊交流平台–提升產業

透明化 

 經驗 5：可比較數據的利用性有助於新投資者的投入，因為這些數據有助於

風險管理，尤其在了解什麼資訊可以並應該被提報下，創造全業界對資金需

求面與供應面的預期。 

 侷限：為了讓資訊發揮效用，資金市場必須相信它的準確性和品質。這對有

大量非正式活動的產業而言，仍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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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安德拉邦 (Andhra Pradesh)—微型金融成為政治未爆彈 

 經驗 6：為了減低不當政治干預的風險，基金對它們的商業模式與措施，應

該盡可能的透明公開。 

 

Dexia 和 BlueOrchard 建立有市場回報的投資工具 

 經驗 7：只有在當需求和供給，透過提供共同語言與共同利益的工具，而達

到一致時，主流金融產品才會有所發展。 

 

花旗集團和 MF Analytics 支持「孟加拉復建協助委員會，BRAC」證券化 

 經驗 8：與高知名度 (high profile)、有名 (well-known) 的組織合作，可以幫

助非政府組織建立可信度和信心，以打入主流市場。 

 

紅杉和 SKS (Sequoia and SKS) —創投資金投資豐厚的回報 

 經驗 9：一旦組織達到規模，展現出長期成長，並證明有穩定回報的記錄，

主流資本市場就會進入該組織。這同時也注入了專業知能，可以大大的促進

市場的成長。 

 侷限：主流資本市場的本質是利潤導向的。當他們參與的組織有不只一個效

益 (bottom line) 考量時，可能有使命衝突 (mission conflict) 或使命移轉 

(mission drift) 的狀況發生。 

 

分享銀行 (Banco Compartamos )—微型貸款涉及首次公開募股的爭議 

 經驗 10：優異的財務表現將捕獲市場的關注和資源，但關於商業模式的透

明度，從一開始就有的明確使命和倫理守則，將有助於合理化獲利率，和維

持公眾的信心與信任。 

 侷限：目前尚不清楚營利動機，如何能和諧地和主要從事對社會問題產生影

響的組織共存，尤其是當這些組織在經營初期，曾接收來自政府或非政府組

織的補助或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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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金融投資公司 (Unitus Capital)：回應市場對中介機構和吸收能力的需求 

 經驗 11：有深度專業的中介機構，透過有效率地媒合資金的供給與需求，

可幫助增進產業發展，尤其是那些也在地營運，來發展客戶的投資意願的中

介機構。 

 侷限：為了維持長期生存，營利中介機構需要專注在與已達足夠規模的大型

組織的高價值交易上。因此，這些機構必須達到一定的產業成熟度才可行。

不幸地，這會導致「挑櫻桃 cherry-picking （挑肥揀瘦）」，只挑最有利可圖

的顧客的現象，除非中介機構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在獲利率和成熟度的各階

段，適當地平衡它在大小組織之間提供的服務。 

 

CGAP –產業知識中心的創立 

 經驗 12：以公正中間人身分，團結單一的產業體，能為共同的行動創造一

個強大的平台。 

 

微型金融高峰會 

 經驗 13：雖然任何業界都鮮少意見完全一致，當他們對外呈現一致團結的

表象時，全體業界均可獲益良多。 

 侷限：在一個快速成長而成員卻有完全不同意見的領域中，很難長期維持團

結的表象。1997 年的微型金融高峰會，及其後續的磅礡氣勢，寫下了開創

性的時刻。但若要永續維持這種氣勢，恐怕就不太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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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社會投資的 21 個建議 

 

為促進英國社會投資市場，我們提出以下 21 個建議： 

 

i)  擁護和支持業界先驅。 

ii)  統籌早期補貼資金的來源，以證明實驗模型。 

iii)  證明需求。 

iv)  證明影響力。 

v)  藉由證明創效投資概念的交易，建立成功的指標。 

vi)  商業模式要明確，以推動可複製性。 

vii)  辨識一系列提供各類投資報酬的組織模式。 

viii)  推廣透明市場，並且補助提升透明度的倡議。 

ix)  分享最好的措施和評量方法，且誠實面對失敗。 

x)  採用促進可行的社會投資資金，發展和其他市場基礎建設的產業規定。 

xi)  給首次投資者提供補助和擔保，以善加利用開拓資金和減少風險。 

xii)  鼓勵主流金融參與特別是那些已經展現優良紀錄並嘗試擴張規模的適 

 當機構。 

xiii)  促進與發展創新金融機制和商品的主流商業組織的跨部門合作。 

xiv)  當追求商業利益時，應防範使命移轉。 

xv)  同步發展投資對象對資金的吸收能力。 

xvi)  善用市場對新點子的渴望。 

xvii)  創造業界一致的聲音以與媒體及公民社會其它份子溝通。 

xviii) 創造區域性及全球性運動的氣勢。 

xix)  提升主流的肯定。 

xx)  善用社群網絡科技與線上運動。 

xxi)  不要吹噓社會金融業界的能力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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