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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的動盪不安，資助者 (funders) 也逐漸地施壓，要求非營

利組織合併。然而合併對處於財務困境的非營利組織，並不總是最

佳的解決方式。為了要有一個較健全的非營利部門，資助者應該考

量更廣泛的合作夥伴方式。 

 

 

在全球金融危機中，越來越多的資助者 (funders) 建議非營利組織考慮合併—這

便意味著，融合他們的董事會、管理團隊和法律實體來形成一個單一的組織。單

就 2009 年而言，我的諮詢公司就為超過六千名參與者，針對合併及其它合夥關

係議題，舉辦了近 60 場講座和研討會—足足是前一年的兩倍。同樣地，我們的

策略重整 (strategic restructuring) 業務（負責處理合併和其他合作夥伴關係）在

去 (2009) 年—經濟最不景氣的時期—成長了 60 個百分比。 

 

2010 年已經來臨，而要求合併的壓力並沒有和緩的跡象。在這股潮流下有

兩個核心的信念：非營利領域有太多的組織，而且大部分的非營利組織的規模太

小，導致低效率的弊病。一般的想法是合併會減少對匱乏資金(scarce funding) 的

激烈競爭。合併這些組織也能夠為這個部門帶來規模經濟的效益，提高效率 

(efficiency) 及改善效能 (effectiveness)。 

 

然而，若更深入的探討非營利部門的話，便能發現這樣的想法是過分簡單化

了。合併是高風險的事，雖不像在企業界那麼頻繁，但它們有時仍會失敗。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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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耗費比預期更高的成本；有時造成的額外問題甚至比解決的更多。而那些它

們宣稱能解決的問題—太多規模過小的非營利組織—也許反而根本不是問題。 

 

與其反射性地想用合併方式，大刀闊斧改革，非營利組織應該考量更多的合

作方式。在促進了莫約 200 個非營利部門重整後（包含合併、行政整合、以及其

它的夥伴關係），我和我的同事們已經建立了一些經驗法則，來推算非營利組織

何時該合併、何時該保持完全獨立、以及何時該在這兩個極端間找到協調點。1

我們也學會了判斷，資助者是如何幫助—或傷害—非營利組織在夥伴關係上的組

成。 

 

非營利組織的適當數量 

在非營利部門中有個熟悉的—尤其在資助者間—呼籲便是：有太多的組織競逐太

少的資金了。評論家表示，這部門不僅允許百花齊放，同時也有相當多的雜草混

入其中。隨著經濟衰退的來臨，他們得出了結論—該是修剪的時候了。 

 

但實際上真的有過多的非營利組織嗎？讓我們來看看實際的數字。當資助者

談論到透過合併來減少對資金的競爭時，他們通常討論的是非營利部門裡，年度

經營預算超過 10 萬美元的小子集 (subset)。他們討論的並不是那些更多規模更

小、卻占了這部門大宗的志工團體，因為這些機構並不寄補助金申請信，來塞滿

資助者的信箱。 

 

2005 年中，在 140 萬個美國非營利裡，只有其中的 17 萬個提報花了超過 10

萬美金的費用。2而且只有 5 萬 5 千個非營利的費用超過 1 百萬美元，這還是包

含了 5,000 家在這個部門中通常不被納入討論的醫院及大學。 

 

相反地，在美國將近三千萬家的企業裡，有670萬家有超過十萬美元的開支，

140 萬家有超過一百萬美元的開支。3 和一般企業比起來，非營利部門不論在整

體數量和組織的平均規模上是很微小的。因此，造成目前市場上對資金白熱化競

爭的原因，並不應歸咎於在於市場上有太多的參與者。相反地，造成資金流失的

主因，就好像是一場殘酷的陰謀：用來支援非營利組織，提供社區所需要的重要

服務的資金太少了。 

 

大多數的非營利回應了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非營利提

供了迫切需要的服務給無法支付該費用的人民。政府和私人資助者必須填補這樣

的資金缺口。當經濟情況不好時，這些第三方的資助者選擇退卻，留下經費不足

的非營利組織—此時卻是他們正在經歷社會對他們所提供服務的需求大幅增加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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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並不能直接地解決這種每當經濟衰退時總會發生的變動。當第三方的資

助者減少他們的幫助，將會導致那些依賴這些週期性資金挹注的非營利商業模式

面臨失敗的風險。 

 

當出資者抱怨非營利組織過多時，他們應該想起他們自身在成立、擴大經營

及幫助這些許多正面臨財務困乏的組織裡的角色。景氣好的時候，基金會會發展

出新的興趣。他們在各種需要服務的地方發現漏洞，然後鼓勵新方案—甚至全新

的非營利組織—的研發，來填補這個漏洞。然後他們在變幻莫測的市場中保護他

們的補助對象 (grantees)。當補助對象不能夠從會員中得到足夠的收入，從捐贈

者 (donors) 中得到的足夠捐贈、或者從他們的營運收入中獲得相當程度的收入

時，資助者總會適時的捐款介入，並且避開了本不可避免的危機。然後，當市場

衰退萎縮了基金會的捐贈時，或是當基金會改變了它的資助優先順序時，就開始

抱怨過多的非營利競逐有限的資金。 

 

合併案例 

一些主張，如：許多非營利組織規模太小以至於沒有效率，與這個部門若由數量

較少但穩固的機構來組成將會較穩定，有什麼重要性嗎？這些批評認為：這部門

效率低落的原因，是因為過多的團體在提供相同的服務。 

 

然而這樣的概念卻也是過於簡單化了。當數個組織在同一社區裡做類似的工

作時，這表示該社區可能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服務。舉例來說，試想一個市中心

區有五個流浪者收容所，結合起來有提供一百張床的容量。針對該社區的研究顯

示，有將近五百位無家可歸者居住在此區域，儘管這些庇護所提供了所謂的冗餘

服務 (redundant services)，但實際上他們只服務了在這社區裡五分之一的流浪者。

在這裡的問題是床位太少，而非過多。 

 

針對這個問題更好的概念是問題不在重複的服務，而是重複的服務提供者的

基礎架構。每個組織都雇用一名執行主管，招聘董事會，並支援行政結構。他們

每個可能都勉力的維持資訊系統、人力資源管理及預算與會計流程等。透過組織

合併來整併他們的基礎架構，往往是有道理的。 

 

在舊金山的「非營利管理支援中心 Support Center for Nonprofit Management」

和位在距離僅僅 40 英哩外的聖荷西的「非營利發展中心 Nonprofit Development 

Center, NDC」的合併，便是一個利用合併基礎架構，來改善服務提供的成功整

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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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時，支援中心在非營利組織的諮詢及培訓機構領域裡，在全國享有

盛名。同時，NDC 正在基礎架構、資金流動，以及因總經理近期離職而導致的

管理問題之間掙扎。幾個主要的資助者建議這兩個組織進行合併。 

 

起初 NDC 對這個建議猶豫不決。就像許多的非營利組織一樣，NDC 很難接

受隨著合併而來，必須損失的自主權。董事會的成員也擔心與一群不認識的人建

立夥伴關係。然而，隨著收入持續下降和領導階層的真空，NDC 幾乎別無選擇。

因為於此同時，資助者明確表示，若不合併的話，他們將不再支持 NDC。 

 

整合支援中心與 NDC 是極具挑戰性的。光是要在舊金山灣區，召集董事會

裡忙錄的領導者們，這點就困難重重，甚至連決定該在哪裡舉辦董事會議就是噩

夢一場。而分別設在舊金山與聖荷西的組織，在經營與員工上的文化差異，也造

成了不可避免的緊張。 

 

但失策卻常是合併的慣例，而非例外。支援中心的首席執行長，而後成為合

併組織「羅盤指向非營利服務中心 CompassPoint Nonprofit Services」的領導者，

Jan Masaoka 說：「你必須為錯誤預編預算。你常會用錯人或是建置錯誤的系統。」 

 

然而，合併最終仍是保住並加強了 NDC 在矽谷所必要的非營利組織管理服

務。Masaoka 說道：「不這麼做（選擇合併）的後果就是導致 NDC 徹底的停擺。

但是，還好，它成功了，也達成了組織合併前想要達成的多數目標。」確實，許

多觀察家認為「羅盤指向」現在是美國領先的非營利組織管理的支援組織。 

 

另一種會出現合併的潛在狀況是，當一個組織接近失敗時，但仍擁有一個或

多個有價值的專案計畫以及穩定的資金來源，像是正在進行的政府合同或是有忠

誠的捐助者群。這類型的合併通常需要一個規模較大且較穩定的非營利組織，將

這些個別的專案計畫整合入其既有的完整的服務，在僅增加少量行政成本的同時，

搶救這些計畫。雖然這類型的合併並不如完全整合那樣激烈，但仍需要協商、協

議條款，並且最終也得獲得各自董事會的同意。 

 

舉例來說，「小兒照護 PediatriCare」—一個位於加州奧克蘭的非營利組

織—1994 年時正瀕臨倒閉的邊緣。兩位兼職的心理學家領導該組織，提供了支

援團體來幫助被重大疾病所影響的許多家庭。這兩位工作過度的共同主管不只招

募、監督並領導了組織裡的志工及實習生，還負責籌集資金、管理財務、並包辦

處理所有組織裡其他的基本的需求。透過與位於奧克蘭，當時由我領導的一個更

大型、提供多項服務的非營利組織「東灣區兒童機構 East Bay Agency for Children, 

EBAC」合併，小兒照護的員工能專注於提供服務。同時它的數位董事也加入了

EBAC 的董事會，他們能致力於籌募資金。透過這次的合併，「小兒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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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iatriCare」，現在改稱「護理圈 Circle of Care」，避免了倒閉的窘境。而在超過

16 年以後，這個組織仍是該社區裡寶貴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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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的成本 

有異於傳統思維的是，合併本身並不產生收入或減少支出。短期而言，他們真的

需要一筆新的資金來支付一次性的交易及整合成本。即使就長遠來看，合併這行

為本身都沒有讓我的公司經手的大多數合併案節省大筆成本。合併後的非營利組

織可以共同推出年度審計、結合保險計畫、鞏固員工及董事會。但他們也變得更

大、更複雜，並且需要更多且更有效的管理，這筆支出經常超過合併運作時節省

下來的成本。 

 

舉例來說，當兩個位於加州馬林郡的兒童福利機構—「陽光山坡 Sunny Hills」

和「兒童花園 Children’s Garden」在 1999 年時決定合併時，他們確實因此可以

除去其中一位執行長職位。他們也以一個資深財務長來取代兩位中階的財務經理

的位置—一個能夠輕微減少成本的小對策。但這較大規模、越複雜的多定點的機

構，反而需要一個新的首席營運長 (COO)，所以合併並沒有節省太多金錢。「然

而，它的確變成一個有更好的財務管理與行政服務的實體。」兒童花園的前任執

行長 Bob Harrington 這麼說道，而他現正領導本公司的策略重整工作部門。這次

的合併，若從策略上的觀點，而非狹隘的成本節約來看，是值得的 

 

業餘的觀察者往往在合併後，先意識到的是節約成本這件事。但若從深探究，

就能發現合併本身並不節省金錢。反而，它創造了一個結構，讓其中的管理部門

能夠做出強硬的決定，像是實行裁員、重建合同和提出新的籌款方案等的決定，

最終能將公司在財務上帶到一個更好的立足點。即使是在沒有合併的情況下，只

要願意作或作得到，該機構的領導者當初其實都可做出這些決定。 

 

舉例來說，2004 年「復活節郵票 Easter Seals」和北卡羅萊納州的「腦性麻

痺聯合組織 United Cerebral Palsy, UCP」的分支機構合併。總部設在羅利（北卡

羅萊納州之首府）並將分支服務處及各類專案遍及該州，這個聯合機構承擔了一

系列可能的風險，而那不是任何一方能單獨承擔的，包括二次合併、買下營利性

的機構後將其轉變為非營利組織等。「Easter Seals-UCP 北卡」的成長，從合併前

的營運預算 3,300 萬，到透過另外兩次合併與本身機構的持續成長，在 2009 年

會計年度達到 8,000 萬。 

 

假如兩個有財務壓力的合併機構，在沒有做出艱澀但必要的決定，來解決結

合後將面對的重大挑戰的話，他們將面臨就算沒有合併也必定會發生的危機。換

句話說，合併可能會提供一個適當的環境給良好的領導、決策或是執行，但卻不

能取代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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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夥伴關係矩陣 

 

 

舉例而言，北加州的兩個主要的研究教學醫院「史丹佛大學醫學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和「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在 1997 年時合併。醫療照護成本的壓力已經越演越烈，而這兩個機

構認為結合兩者的力量，便能撐過這次醫療產業所面臨的巨變。 

 

然而，在短短的三年內這兩間醫院便決定拆夥。具有半獨立領域的特殊組織

文化的醫學院所面臨的挑戰，破壞了這段合夥關係裡潛在的財務利益。從上到下，

從行政業務到臨床科室以及醫學教育，這兩間醫院設置了大量重復的基礎設施。

他們無法合併的眾多因素之一，便是醫學教師不被管理階層的經濟論點所打動，

而拒絕合作。結果便是，這次的合併並沒有減少成本，反而增加了數以百計的新

職位，並造成了一次全面性的財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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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合併對於財務問題來說並不是一個立竿見影的解決方法，但它能提供一

個更堅強、更穩定的結構來平安度過經濟風暴。兩個志願董事會能提供更寬廣的

捐贈者的接觸網絡。一個結合的領導團隊可以帶來更寬廣的觀點及經驗來解決問

題。且兩個機構也能帶來更富多樣性的規劃。合併可以鼓勵機構節省成本，並增

加他們的收入。因此組織應該將合併視為實現其它策略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將其

視為解決自身問題的一種策略性目的。 

 

其他的企業整合 

雖然合併是讓非營利組織結合他們的命運最為人所知的一種方法，但它卻不是唯

一的方式。就像「夥伴關係矩陣」所顯示，有三種其他形式的企業整合 (corporate 

integration) 可以改變法律結構以便他們共用彼此的資源。第一種形式便是管理

服務機構 (management services organizations)，夥伴間只在行政運作方面結合。

合資企業 (joint venture corporations) 則結合非營利專案運作下的一個子集。第

三種形式母子夥伴關係 (parent-subsidiary partnerships) 混合了行政及專案業務，

這通常發生在雖想要合併，但技術上卻不可行時。 

 

當一群非營利組織創立一個法律上獨立的公司，來分擔行政服務—通常包括

財務、人力資源以及資訊科技 (IT)，便會創立一個管理服務組織 (management 

services organization, MSO)。管理服務組織通常採會員制，其章程列舉出只有當

初成立該機構的非營利組織是僅有的會員。這些章程給了成立 MSO 的非營利組

織最大的控制權。MSO 則可以幫助這些創始非營利組織在非營利功能上避免不

相關的營業所得稅 (unrelated business income tax, UBIT)。他們也允許會員非營利

對此獨立實體平等的控制權。 

 

2007 年時，有五間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雙城都會區的

人力服務機構，決定整併他們的後勤業務 (back-office functions)：如財務、人力

資源、以及資訊科技，於是成立了「都會社群聯盟 Metropolitan Alliance of 

Connected Communities, MACC CommonWealth」。董事會由這五間合作單位的執

行長組成，並有 15 名員工提供全方位的行政服務給 MACC 的會員。除了高規格

的服務外，MACC 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本節約。在其運作的第一年時，成員們在

行政成本上減少了三個百分點，並且透過降低員工福利、受薪員工人數和大宗採

購等方面，省下了超過十個百分點的成本。 

 

有個合資公司使用了與MSO相同的結構，但它結合的是專案而非行政部門。

舉例來說，「史丹佛兒童之家 Stanford Home for Children」、「沙加緬度兒童之家

Sacramento Children’s Home」、「橡樹河兒童中心 River Oak Center for Children」

和「山嶺收養服務 Sierra Adoption Services」，都是座落於加州中部的兒童福利機

http://maccalli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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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為了整併他們對問題青少年所提供的寄養服務，這四間機構設立了一個新的

非營利合資公司名為「家庭聯盟 Family Alliance」。在他們整併前，這些個別的

專案皆由於規模過小而面臨財政赤字。組成了合資公司後，他們設法平衡收支

（break even, 打平財務），以強化這個過程中的專案。 

 

沒有人會一開始就有建立母子公司夥伴的想法，但有時那便是最終的演變。

1999 年時，「婦女危機支援 Women’s Crisis Support」和「捍衛婦女 Defensa de 

Mujeres」兩組織決定合併。這兩個位於聖塔克魯茲郡的機構，對遭受家庭暴力

的婦女提供庇護和其他服務。他們涵蓋了類似的地理區域，並且事實上在分裂前

他們曾經是同一個組織。他們有相似的使命與價值觀，結合不僅能讓他們服務整

個郡，還能在政策討論上一致發聲。並且，結合他們的董事會與員工將會創造一

個更有力、更穩定的機構。 

 

然而，在他們合併一途上卻有個技術性的阻礙：加州政府對這類型的服務機

構在申請補助款 (grant) 最大額度上有設限，而這兩個機構都已經達到此限度。

合併將會導致他們損失最大的合約之一。 

 

所以「婦女危機支援」和「捍衛婦女」取而代之的成立了母子公司合夥關係。

他們在母公司整合了大多數的專案和行政活動。透過此管道，讓這兩個機構將他

們的專案計畫及行政業務結合，同時又能維持獨立的法律結構。 

 

 

策略聯盟 

並非所有夥伴關係的機構都能像企業整合一樣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策略聯盟

(strategic alliances) 讓組織統一專案計畫及節約花費，同時維持部分的獨立性。 

 

假如非營利組織想要合夥主要是為了減少成本，他們應該先檢視行政整合 

(administrative consolidation) 的可能性。這形式能允許他們分擔行政業務，但也

同時維持全然獨立的實體。在大多數的案例裡，由其中一個組織基本上做為一個

供應商，提供服務給其它盟友團體。 

 

這樣的安排在 2001 年時匯集了三個位於田納西州查塔努加 (Chattanooga) 

的非營利組織。其中第一個便是「創意探索博物館 Creative Discovery Museum」，

因為它的設計容量遠大於實際的遊客，從營運起的 1995 年便處於赤字狀態。 

 

第二個機構「杭特美國藝術博物館 Hunter Museum of American Art」，正面臨

了全然不同但同樣具挑戰性的情況。身為查塔努加最古老的文化機構，杭特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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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已經和社區脫節。它過時的經營基礎結構、撥號上網和以紙本為主的管理系統，

更加劇了博物館的社會脫離 (detachment)。為了實現現代化，該博物館需要大量

的資金。 

 

同時，較大型的「田納西水族館 Tennessee Aquarium」業務一枝獨秀。確實，

這非營利組織甚至有多餘的行政能力：它的財務、人力資源以及其他後勤運作，

都能在不增加固定職員或系統，以及服務員的成本之情況下，還有餘力承擔更多

的工作。 

 

於是兩間博物館向水族館提出合併的想法。水族館相對地提出了行政整合的

解決方案：水族館可為博物館提供財務、人力資源、資訊技術及其它服務。因為

這只會花費水族館非常小的成本來做這些額外的工作，它向博物館收取的費用遠

遠小於他們的支出。如此一來，每個團體都能維持各自獨立的使命、董事會和領

導權。 

 

這三個團體同意了這樣的安排。在整合後的八年期間，創意探索和杭特兩個

博物館在行政成本上已經省下將近四百萬。同時期，水族館也從向合作夥伴收取

的費用中，獲得超過一百萬的收入，其中大部分直接歸於其獲利。 

 

就像行政整合，聯合專案 (joint programming) 使用了同樣的機制—一份書

面的協定或合約—雖然結合的是專案而非行政功能，卻同時維持了組織的獨立性。

聯合專案在非營利組織領域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像在基金會資助或政府合同，有

時需要許多參與者一起來處理一個複雜的問題。與其個別補助每一方，出資人統

一補助給其中一個非營利組織。這個組織—便是現在所熟知的領導組織 (lead 

agency)—再分包部分資金給其他各方。 

 

聯合專案並不總是需要錢的轉手。十年前「美國的大哥哥大姐姐 Big Brothers 

Big Sisters of America」和 「美國男孩女孩俱樂部 Boys & Girls Clubs of America」

建立了一個聯合專案聯盟。當「男孩女孩俱樂部」找出需要指導的小孩時，「大

哥哥大姐姐」便負責招募、甄試、培訓指導員。時至今日，超過 40 個「大哥哥

大姐姐」相關機構，已經和莫約 300 間「男孩女孩俱樂部」撮合了數以百計的個

案。 

 

策略聯盟比企業整合保有了更多的組織獨立性，往往使他們在面對合作夥伴

時更易相處些。假如對夥伴關係的期待是來分擔行政服務，如會計或協調服務，

那麼策略聯盟便是該選擇的方式。只有當期待的結果是一個完整的策略一致性時，

合併或其他企業整合才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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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合作 

團隊合作是非營利組織裡最和緩的一種夥伴關係，同時也是最常見的。不像企業

整合，團隊合作並不改變雙方在企業上、法律上、治理權上的安排。不同於策略

聯盟的是他們不需要書面的合約來具體指出各方的角色和責任。團隊合作是非正

式的，通常是為了特定的場合或是有限的目的。 

 

舉例來說，身為 1980 年代的執行主管，我服務於一個由 25 個非營利組織所

組成的合作團隊，每一個成員都接受來自於加州阿拉米達郡 (Alameda County)

的心理衛生部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的資金補助。該郡的年度預算審核

每年都威脅要減少對其非營利承包機構的金援。雖然我們的合作機構，多年來處

於競爭合約、員工、私人贊助以及媒體關注的狀態下，但在預算審核這段期間，

我們暫且拋開這些問題，並聯合起來反對削減組織裡任何一個成員的預算。更詳

細的說，我們並不需要為了這一年一度的戰鬥，而變成關係緊密的夥伴。這樣的

合作持續到了今日。 

 

當結合雙方的需求是有明確定義、有時間限制或是像上述的例子而言，兩者

都是的情形下，那麼團隊合作是恰當的。儘管他們的範圍有限，若缺少一定程度

的信任和透明度的話，團隊合作便無法成功。若有一方不能信任對方，那麼便無

法一起合作，至少不是有效能地合作。我曾被雇用去幫助一群試圖分擔員工招聘

的非營利組織。但因為他們不信任彼此，不相信對方會按照約訂好的流程處理履

歷表。結果導致有人破壞了合約，先發制人的決定，假如其他人意欲欺瞞的話，

那麼他們便得搶先這麼做。不用說，這次合作以失敗告終。 

 

推廣夥伴關係 

當經濟危機持續肆虐，許多基金會便開始詢問，是否一波合併和其他夥伴關

係的浪潮，能強化較脆弱的非營利組織。答案是，很顯然地，「這得看情況。」

決定夥伴關係會牽涉到許多因素。舉合併的例子來說，這些因素裡最重要的便是

使命的相容性，高階主管的領導風格，以及所提商業模式的優點。 

 

夥伴關係也引出了無數實際的問題。舉企業整合的例子來說，需要結合薪酬

計畫、文化、計畫、預算和捐助者。策略聯盟必須確保夥伴間價值的公平交換。

合作則需要有調整目標的能力，以及跟團體間同時也可能是競爭者的對象，建立

有效的工作關係。這些挑戰通常是可以解決的，但團體間的私人問題—舉例來說，

他們是否相信對方—往往會決定這樣的夥伴關係是否產生了真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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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於這樣的複雜性，資助者應努力創造一種風氣，讓合併和其他夥伴關係能

夠成功。他們能做的第一步，便是宣揚他們對夥伴關係的支持。許多非營利組織

害怕資助者會認為合夥是一種衰弱的警示。資助者可以藉由宣佈經援合併和其他

夥伴關係，來正面解決這種恐懼。 

 

有些人已經開始這麼做了，用我們十多年前杜撰的名稱，將這些方案稱為「策

略重整 strategic restructuring」，來涵蓋非營利組織夥伴關係的所有選擇。舉例而

言，「夏威夷社區基金會 Hawaii Community Foundation」有一「策略重整基金

Strategic Restructuring Fund」；「戴森基金會 Dyson Foundation」在紐約的哈德遜

河谷已經建立了一個「策略重整計畫 Strategic Restructuring Initiative」；在印第安

納州的「佛林傑基金會 Foellinger Foundation」在它的「強化組織 Strengthening 

Organizations」補助款裡，也將策略重整視為重要的特色。資助者也應該停止挽

救瀕臨倒閉的企業。假如補助的爭議是起因於補助對象若沒有得到它將會失敗，

那麼資助者便應該讓它倒閉。更好地使用這筆錢的方法，可能是投資合作夥伴關

係，來拯救這些經營不善組織的一些服務項目，或支持一個有條理的解散。 

 

時間是合作夥伴關係的最重要因素，所以資助者應該迅速地支持夥伴關係。

機會的關鍵期通常只有 30 天。一但合夥的想法被提交考慮，便需要開始快速的

進行，否則將會產生許多謠言及可能抑制雙方積極性的組織內部焦慮。 

 

要快速的投資合作夥伴關係，資助人應該採用階段性的補助款，首先要能支

付談判成本，然後支付律師費用。只有在雙方同意協議後，資助者才應該支持協

議的實行。這樣的方法能夠鼓勵正確的行為—對組織使命最好的決定—並抑制意

圖吸收補助金的假夥伴關係 (faux partnership)。 

 

因為行政主管往往是合作夥伴關係裡最大的阻礙，資助者應該小心地預見並

處理他們的顧慮。如果行政主管恐懼他們的工作不保，他們可能會破壞談判。資

助者也可以支援留任獎金 (stay pay) 或離職金 (severance) 給特定的員工。一個

公平、合理的離職金的承諾，能讓主管放心去做正確的事情。 

 

最後，資助者應該樹立夥伴關係的模範，而非只是鼓吹它。非營利組織的領

導者發現，他們的資助者常要求他們互相合作，自己卻很少（與其他資助者）彼

此合作。資助者間的合作夥伴關係，除了可以展示合作的力量，並將他們的可信

度讓補助對象眼見為憑。 

 

傑瑞•赫希 (Jerry Hirsch) 身為位於亞利桑納州鳳凰城的「北極星基金會

Lodestar Foundation」的資助者，十分重視合作關係。數年來，他一直在對支持

非營利合作夥伴關係感興趣者間鼓勵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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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的經濟環境裡，隨著對資源日與劇增的競爭，資助者們逐漸希望藉由

合併來拯救受到威脅的非營利組織。合併的確是有力的解決方式。然而，過於普

遍的採用合併，卻不會減少非營利組織間的競爭，因為「過多的非營利組織 too 

many nonprofits」並不是真正的問題。相反地，資助者、非營利組織和納稅人同

樣，都需要去思考如何去資助社會上真正需要，但基於其本身的性質，卻永遠都

無法替自己賺取足夠的經費的活動。合併只是眾多策略重整夥伴關係選項裡的其

中之一。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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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ennard T. Wing, Thomas H. Pollak, and Amy Blackwood, The Non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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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The 2009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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