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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布社會創業基金會簡介 

「施瓦布社會創業基金會 The Schwab Found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提供國家、區域及全球層級的平台，以提倡社會創

業為宗旨。克勞斯•施瓦布教授 (Professor Klaus Schwab ) 於 1971 年

創立一獨立的非營利基金會「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於 1998 年，施瓦布教授與其妻子希爾德 (Hilde) 決定創立相輔

的第二個基金會，即以提倡社會創新為目的之「施瓦布社會創業基金

會」。 
-- 取自 Wikipedia 

 

1. 緒言－建立你的董事會 

1.1 甚麼是公司治理？ 

為什麼公司治理對社會企業很重要？ 
 
治理的正式定義為「確保一個組織的整體方向、實效性、監督及責任制的系统與

流程」(Cornforth，2003)。治理的機制可以包括董事會、管理監控制度與信號機

制，如：彙報或行為守則。 
 
本文的重點將放在建立與管理董事會，而同時也認知社會企業治理的領域比治理

董事會更廣泛。 
 
社會企業透過可擴展、可自我持續發展和創新的商業模式，解決社會上最緊迫的

問題。他們必須兼顧財務責任和社會影響，並且要協調多個利益團體，包括投資

者、員工、監管機構、客戶和受益者。因此，社會企業的領導人管理複雜的權衡

取捨問題。 
 
經過精心挑選且管理良好的董事會將會幫助社會企業達到其目標。然而，許多社

會企業的領導人都不願設立董事會。
註 1 因為他們擔憂董事會將會侷限他們管理

團隊的效率。雖然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但也顯示領導人對董事會能如何協

助企業成功，並使得管理團隊的工作更順利進行的功能缺乏了解。至於那些設有

董事會的社會企業，許多都沒有讓董事會在策略指導及組織監督上積極參與。這

代表的是他們錯失善用董事會功能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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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國家為了企業（往往也有替非營利組織）的治理和董事會都制定了指導方

針。最佳的全國性治理指導方針和作法準則將完整附錄在 4.11（略）。 
 

1.2 為何要成立董事會？ 

對社會企業而言，公司治理的關鍵是在滿足各相關利益者的需求下，既要監督遵

守政策和法規，還要捍衛組織的使命。當社會企業沒有投入適當的精力與心思來

建立一個運作良好的董事會時，他們會侷限了自己的潛力並且削弱自己的使命。

簡而言之，如果運用董事會領導和協助得當，是能夠確保社會企業成功的，它能

增強，而不是削弱社會企業領導團隊。董事會在一些方面能夠協助管理團隊達成

企業的目標與使命：  
 

– 提供策略性支援及專長：透過董事會成員可以彌補組織內部能力或專業

能力的不足。 

– 提供人脈網絡門路：董事會成員能夠提供有價值的外部網絡（例如：籌

款，宣傳與網羅優秀人才）。 

– 確保願景和傳統：董事會接納並授權給精心挑選的個人領導企業的權力。

這將確保組織的願景能成功地超越創辦人或管理團隊的努力。 

– 對外部利益關係者展現公信力：投資者、承包商和客戶可能會因組織內

有良好聲望、備受推崇的董事，而更加地信任這個組織。 
 
 

1.3 董事會如何伴隨著社會企業的生命週期演進？ 

沒有任何一種公司治理的結構能夠符合所有社會企業，或是能夠長期適合一個持

續成長的企業。反之，董事會應該根據組織特性組成，並且根據其因生命週期而

持續變化的需求而調整公司治理的結構；社會企業應定期地評估和修改其治理的

結構，特別是在以下情況： 
 

– 企業到達下一個生命週期的階段 

– 企業法律結構產生變化 

– 企業的財務結構變化，最常見的是股東組成的改變 

– 外部環境的改變（如：新的政府法規） 

– 創辦人離職 
3 

 



 

 
1.3.1 當企業到達下一個生命週期階段時：公司的治理需要調適 

在草創期，創新與實驗都是必要的；社會企業可以仰賴諮詢委員會或是非正式組

織（意即沒有具備任何法律義務或是決策權）的董事會，因為這些將可提供更多

的彈性。當社會企業要擴大規模時，就應該建立更正式的治理結構。在過渡期間，

治理機制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是當社會企業的品牌已經是眾所周知，且正面對複

雜的環境與必須作出重要決定的時候。當社會企業的商業模式成熟時，治理可能

演變成更具參與性的結構 (participative structure)；一個參與性的結構，確保成功

的企業與其利害關係者能更有效地保持聯繫，忠實於其願景、使命與目標。 
 
1.3.2 當企業的法律結構變動：公司的治理需要調適。 

一個以非營利為目的的企業治理，主要關注的是要達到其使命，而以營利企業則

是側重於股東投資報酬率上。如果一個社會企業要以營利為目的話，那麼在努力

維持一個合理的股東投資報酬率的同時，就必須要設有適當機制以捍衛使命。 
 
一些政府已經認知到這方面的需要，並且設立法律結構保護企業的社會使命以及

財務責任，如公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s，簡稱 B-Corps），低利潤責任有限

公司（簡稱 L3Cs）和社區利益公司（簡稱 CICs）。 
 
在一些不承認這些法律的國家，社會企業可以創建一個複合型的法律結構，其中

包括一個營利性與一個非營利性單位。在許多情況下，非營利單位將擁有營利單

位的特別股（golden share，俗稱「黃金股」）
譯釋 1，使利潤得以用來進行非營利活

動。有些有中央董事會，或確保營利單位 50%的所有權是掌握在非營利單位的董

事會成員手上。 
 

 
- 創造使命與願景 
- 批准營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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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主要的利害關係者 
- 定義績效指標和基準 
- 加強和保持企業文化（品質控制） 
- 提供資源及連結整個網絡 
- 規劃繼任人選 
- 發現更多商機 
- 驗證實現制度變革（高階影響力評量） 

 
請參閱附錄 4.1 董事會的組成和任務在生命週期中更詳細的描述。（略） 
 
1.3.3 adapt 當企業的財務架構改變：公司的治理需要調適。 

資金供給者在企業治理上是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利害關係人，而且對於社會企業使

命能否成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股權投資者通常對組織的運作有強大的

影響力。因此，投資者的利益和與社會企業的使命相同一致，就變得很重要。 
 
在社會事業的早期階段，或是獲利及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同時達成時，這樣的對應

可能不是問題。然而，當組織做一個決策時，面對在創始社會使命 (founding social 
mission) 和達成財務利潤之間取捨的情況下，那麼創辦人和股權投資者的利益可

能會產生分歧；這往往導致冗長的董事會鬥爭。 
 
在與投資者討論與協商的過程期間，社會企業因此眼光應該超越資金成本，而放

在融資所提供的非財務條件。資金來源可分為兩類： 
 
1. 債權、應償還的混合資本 (repayable hybrid capital)、夾層資金 (mezzanine 

capital)：提供社會企業在資金如何運用上更多的決定權。然而他們限制了用

於營運投資的現金流，因此可能會限制企業的發展計畫。 
 
2. 股權、補助款、無須償還的混合資本：限制了資金如何使用的決定權，因為

股權投資者和捐助者會要求積極參與這些決策。不過，股權不需要持續償還，

因此對成長中的企業更具財務吸引力。 
 
請參閱附錄 4.2 連結融資手段和公司治理要求（略） 
 
近期的研究發現，社會企業在維持財務上和成長上使用多樣的資金來源 
(Monitor Group, 2012)。通常傳統的投資者想要藉由公益性資金，投注企業來規

避風險。公益家僅注重在社會回報而且不要求財務回收，然而投資者除了健全的

財務回報，還要求有積極的社會回饋。治理的關鍵是平衡不同的資本供給者的利

益，以及同時確保企業仍然忠於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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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解決方法來減少投資者在製造使命移轉 (mission drift) 的影響 
 
1. 為股票投資者建立無表決權股份，以滿足不介意被動角色的投資人；這容許

主要的參與者（例如創辦人）維持組織依原使命運作。 
 

2. 保留社會企業創辦人（在組織規章和法令中明訂）能選擇董事會成員數量的

一個權利。 
 
1.3.4 外部環境改變：公司的治理需要調適 

當一個政府實施新的政策和規定，使得社會企業需要改變他們的運作方式時，例

如：針對企業的新報告標準或特定產業的新規則（公開微額貸款條件或教育企業

需要額外的證明與認可），社會企業必須確保自己的組織和董事會，擁有適當手

段以應付這些新的規定並對此負責任。 
 
社會企業能夠藉由以新的常規跟政策形成制度化，來自動遵守這些新規則和政策，

以適應環境的改變。在董事會，確定有人能夠監督遵從這些新的規定和規範，也

是個最好的做法。這有三個潛在的可能性：某位現有的董事會成員開發所需專業

技術，董事會延攬具有專業知識的新成員，或是董事會發展一個委員會，專門處

理那些遵循規範之事。 
 
1.3.5 創辦人離職：公司的治理需要調適  

創建和擴展階段。這時期通常確保創始使命和願景交織入所有的策略決策，但它

也意味著企業的權力和影響力掌握在一個人手中。當創辦人離職時，治理架構必

須介入以填補權力缺口。在過渡期，董事會自己能取代創辦人，作為主要的決策

者，以及制度化使命、願景及價值觀融入企業的文化和運作。 
 
董事會和管理部門應該及早規劃繼任人選，並且在它的策略中明訂。董事會可以

採取以下的行動： 
 

— 董事會能從它已經熟悉企業的運作和策略的成員中，選出新的首席執行

長。  

— 董事會能對新任的外部執行長提供支持。董事會也可以為執行長找一位

合適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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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何挑選正確的治理架構？ 

對社會企業而言，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事。特定的組織因素，例如規模大小、複

雜性或成熟度，將影響最理想的治理架構。有關社會企業環境如何造成企業必須

處理的特定考慮因素，以創造運作良好的治理架構，請參見下表所解釋。 
 
表 1 選擇適當的董事會架構；自製圖表  
說明：社會創業家應考慮所有以下所提狀況，並整併建議。 
若以下說明皆不適用，社會創業家應考慮選擇 1：保持精簡。 

情  況 考 量 重 點 建  議 
組織在單一國家內營

運，且有顯然可行的策略 
需要治理以對企業提供

全面性的「健康」檢查 
選擇 1：保持精簡 

組織在多國或地區營運 治理必須納入地方知識 
選擇 2：數個董事會；參

考框 01 

組織有多個董事會 
董事會的工作必須有良

好的協調 
選擇 2：數個董事會；參

考框 01 

董事會面臨工作量大或

特殊專長任務 
目前董事會的能力不足

以履行任務 

選擇 3：董事會內設委員

會及專案小組；參考「委

員會」 

組織無法為董事會成員

投保免除訴訟風險 

董事會可能適當人選因

此而對加入董事會興趣

缺缺 

選擇 4：諮詢委員會及有

法律約束力的董事會；參

考框 02 

目標族群應在董事會上

有代表權 
目標族群因為缺乏經驗

而不能承擔法律責任 

選擇 4：諮詢委員會及有

法律效力的董事會；參考

框 02 
組織具有複合型法律架

構（混合營利及非營利） 
治理是一個協調行動並

護衛使命的機制 
選擇 5：複合的組織架

構；參考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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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選擇 1：保持精簡 

不論是由一個單軌或雙軌制所組成的單一董事會為最簡單的管理架構。在盎格魯

撒克遜人所影響的國家（如：美國與英國），常見到的單軌制是以管理團隊與外

部非主管層級人員所組成的單一架構。單軌制經常指的就是董事會。
註 2 雙軌制

之理事會與監事會之平行運作，則常見於歐洲，例如：德國與尼德蘭（俗稱荷蘭；

荷蘭雖是尼德蘭之主要部分，卻非全部。）。 
 

 
圖 2 雙軌制與單軌制之比較；自製圖表 
 
 
1.4.2.選擇 2：數個董事會 

若組織運轉於數個國家或有多個子公司，則將會有數個治理架構。企業架構將根

據當地的環境、緊密的地緣關係與部門而有所不同。此模型的弱點是需要更多的

協調工作與有效的董事會管理。 
 
架構數個治理董事會的關係有兩種方式。第一，所有董事會擁有相等的權利（水

平架構）。第二個，董事會擁有層級或垂直的架構。雖然水平架構民主性較高，

且促進各單位間自主的決策權，採用水平架構的企業各單位間，比較容易形成分

歧的策略與作法，使得企業使命轉移的風險也較高。另一方面，垂直的董事會架

構，在需要付出較多的心力於確認單位間的協調運作的同時，卻也侷限了個別單

位的獨立性，因此對需要因為多元化經營、措施與延續性而茁壯的企業而言，這

種模式效益較低。 
 
對於正在擴展新市場或進入新的地域環境之社會企業而言，垂直的治理架構較能

幫助確保策略與營運整合的集中協調。然而，對於較常使用分權式（例如：加盟

franchising）的社會企業來說，垂直式治理架構將會限制地方對成長決策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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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而水平式治理架構賦權地方有決策權及擁有差異性。擁有多個董事會的社會

企業能以下列方式，互相協調與合作： 
 
— 要求所有事業體的董事會使用相同的報表模組 
— 確保每一董事會派一位代表參與每年跨事業體會議 
— 在有相同的企業目標及措施的事業體間，鼓勵績效指標的透明度和「創造積

極競爭壓力 positive competitive pressure」 
 
框 01 數個董事會，垂直架構 

案例：Lumni 設計並經營社會投資基金，在遍及哥倫比亞、智利、墨西哥和美國

各處，投資在不同背景學生的教育上。接受幫助的學生在畢業後120個月的時間，

從收入中取固定比例來償還教育費用。Lumni 在每一地區都有個別的董事會，而

每一地區的董事會都派有一位代表參與 Lumni 總部的董事會。 

 
 

1.4.3 董事委員會及專案小組 

有些組織在董事會內部設立了委員會，以委派持續進行的職務和善加利用成員的

能力。因為成立委員會致使工作增加，應該只有在有特定工作流程及需要特定技

術時才成立。舉例： 
 
— 審計暨財務委員會：詳細檢查資本支出、查看財務報表 
— 人力資源委員會：專注於重要高層人員的任命與薪酬 
 
當工作內容屬較動態性且能獲益於外來觀點時，臨時性的專案小組和外部專家的

邀請參與都是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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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表 2 董事會委員會：目的和會員身分；自製圖表 

任務／目的 建議人選 
審計暨財務委員會 
– 財務：協助製備年度預算；根據預

算審視績效成果；詳審重大資金支

出 

財務專家 

– 投資：任命及監督投資顧問；投資

策略指導 
投資及估值訣竅專家 

– 審計：監督年度稽核；審查內部控

管系統適當性；監督風險管理；監

督財務報表及報告之準確性 

審計專家 

– 遵守規定：確保遵守約定結構及相

關法律；處理違約事宜 
法律專家 

– 募款：監督募款策略；貢獻想法與

人脈關係；從事募款活動之治理監

督* 

具有廣大人脈及募款技巧的董事會成

員 

人力資源／提名／薪酬委員會 
– 報酬：建議董事會有關 CEO 薪酬

事宜；建議整體薪酬政策事宜 
資深董事；獨立董事 

– 提名：規劃董事會及委員會繼任事

宜；管理遴選及挑選過程；監督選

舉及新董事就職過程 

獨立董事 

– 人力資源：監督雇用政策與程序；

聽取懲戒申訴及投訴 
溝通良好的董事會成員 

事業暨研究委員會 
為主要事業提供建言並支援新概念研

發 
有特定的專有技術和組織行業背景的

董事 
*在商業界，募款委員會的設立並不多見。但是，當董事會有募款義務時，募款委員會可能有其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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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選擇 4：諮詢委員會及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董事會 

董事委員會成員須具備相當的經驗及知識，不僅因為是企業所需，而且因為如果

董事會不認真履行職務，則可以被追究法律的責任。因此，如果他們不具有專門

的知識及經驗，董事會往往很難將特定的利害關係群體（例如目標群體）納入。

此外，有些預期的董事會成員，例如身為主要客戶的利害關係人和名人，假如沒

有針對法律訴訟為他們投保免責保險，可能會不太願意參與董事會。為了解決這

個問題，社會企業可以設立成員不須承擔法律責任的諮詢委員會。對某些人而言，

相對於擔任不正式的諮詢委員會成員，隨著正式董事會成員身分而來的聲譽，遠

超過潛在的法律責任風險。 
 
註：即使諮詢委員會的成員於企業具有相當的決策權，法院會視為此成員為「影

子董事 shadow director」，且負有法律責任（見 CIC regulations;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 2005）。 
 
框 02 具法律約束力董事會外的諮詢委員會 

案例：Aidha 是一間「微型事業學校 micro-business school」，每年為金字塔底層

的創業家，提供超過 1,000 位微型創業家技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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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選擇 5：複合的組織架構 

社會企業有時在組織內，結合了非營利和營利的法律實體。有時因為需要（例如

投資者要求）而創立額外的法律實體。重要的是兩個事業體的治理得到良好的協

調且朝著同樣的使命前進。以下的圖例顯示如何協調多個法律實體，為相同的使

命而努力的個案研究 
 
框 03 複合組織模型 

案例：教育與健康整合中心專案 (Projeto CIES; Center of Education and Health 
Integration) 創立的一個「卡車醫院 hospital in a truck」（行動醫院）在十五個巴

西城市，提供超過 24,000 人十種醫藥專科的先進技術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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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世界盃遊民 Homeless World Cup」的工作遍佈 70 個國家，並且利用足

球錦標賽的機會終結遊民的問題。 
 

 
 
 

1.5 董事會的適度規模？ 

董事會的最適規模取決於組織的需求。大規模的董事會（超過 12 位成員）會造

成額外的行政和協調工作，還因為部分董事會成員怠惰，而有無效率監督的危險。

在施瓦布社會創業家基金會網絡間的社會企業，營利的社會企業比非營利社會企

業傾向於有較小規模的董事會。 
 
表 3 董事會規模中位數；樣本數＝71；自製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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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美國，捐助者 (donors) 通常被授予一個董事會席次，而且大規模的董

事會往往組成募款董事會。相反地，營利事業組織的董事會寧願維持小規模以利

於管理。有關董事會績效的研究顯示，較小規模的董事會無疑地影響組織的績效 
(Eisenberg et al., 1998)。此外，奇數的董事會成員能有利於促進決策的過程。 
 

 
 
 

1.6 如何延攬到合適的董事會成員？ 

許多還在早發期階段的社會企業，由家庭成員和朋友間組成董事會。雖然這可能

會減少初期的心力付出，但如果董事會成員不具有相關的技能、代表性、人脈網

絡和名聲，以提供企業策略性的引導和監督，到了後期階段也可能會變成不利的

因素。 
 
— 從投資者、基金會和其他社會企業徵求推薦人選。 
— 透過仲介平台搜尋 (e.g. www.bridgestar.org) 
— 搜索、辨識及主動接觸對你的目標有專長或熱情的人士。 
— 參與社交活動和請求中介機構協助聯繫 
 
在選擇可能的董事會成員時，社會企業應該考慮以下特性： 
 
— 與財務和社會目標的一致性：曾經有追求雙重效益的工作經驗或對社會責任

有較深度投入之董事會成員，較能確保組織往正確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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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輔相成的個性：強勢的個性可以為了個人的目標，而影響企業的日常運作，

甚而將整個企業暴露於風險中。此外，強勢的人可能影響其他董事會成員。

因此具有團隊工作能力，對董事會成員而言是一項重要之工作特色。 
 
 
1.6.1 專業知識 
董事會受益於具有不同專業知識與經驗領域的董事會成員所提供的洞悉與觀點 
(Siciliano, 1996)。所有的社會企業需要某些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例如：法律，

財務與會計專業知識。組織在選擇新的董事會成員時，需要考慮現有資深管理團

隊與董事會的技能組合。技能表將會幫助企業評估其技能缺口。 
 
表 4 決定技能缺口的技能表（根據 Hudson, 2011） 

 

 
 
1.6.2 利害關係人代表性 

治理不僅是在保護股東的權利，同時也是維護及平衡所有利害關係人之利益。 
 
利害關係人包含投資者、消費者／受益者、員工、政府官員或相關社區民眾（例

如：與社會企業所在地為鄰之民眾）。由不同利害關係人團體所組成的董事會成

員，代表的是一個龐大且多樣性的觀點，使得企業得以在這些利害關係人面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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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企業的營運方式。然而當利害關係人堅決保護狹隘利益，而非整體組織利益

時，多樣性的利害關係人董事會可能要求較積極活躍的管理方式 (Spear et al., 
2007)。 
 
部分社會企業之董事會會從目標族群中找尋代表。好幾個合作企業與微型金融機

構，舉例來說，股東會會選擇包含委託人或受益者參與董事會。其中一個警訊即

是，這些受益者可能不具董事會成員所應具備的適當專業知識與經驗，以提供策

略性監督。替代的方法為建立一個輔助性的客戶諮詢委員會，使受益者權益在董

事會上得以有適度的表達，或是在董事會設置僅具諮詢功能，但無投票權的受益

者席次。 
 
備註：當選擇董事會成員時，社會企業應該注意潛在的利益衝突 (conflicts of 
interest)。 
 
有關利益衝突之更多資訊，見附錄 4.3（略） 
 
施瓦布基金會 (Schwab Foundation) 關於董事會成員的研究指出： 
 
— 大致上，董事會成員大多集中於專業知識領域之人才：來自商業領域的專家

占最大的代表族群（涉及超過 70%的董事會） 
 
— 大多涉及營利性的社會企業董事會都會包含投資者 (>60%)，這在非營利的

或複合式的社會企業董事會就比較少見 (<30%)。 
 
— 反之亦然，比起營利的社會企業或複合型企業 (<30%)，目標族群代表在非

營利之社會企業董事會較常出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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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董事會成員背景調查；樣本數=71；數據來源係向施瓦布基金會的社會企

業家進行調查所得；自製圖表 

 
investors 投資者        government authorities 政府官員 

members of target group 目標群體之一員   well-known persons 知名人士 

experts from business 企業界專家     others 其他 

experts from social sector 社會部門專家 

 

 
1.6.3 利害關係人代表性 

一個社會企業可以藉由挑選俱聲望之董事會成員，來提升企業之意識或正當化其

工作。受好評的董事會成員可以促進外部關係、吸引相同才能之人才與受尊敬的

人才加入董事會。但是，他們在作決策時產生影響力不均衡，或他們為了保護自

我名聲，而高度規避風險時，則他們反而會削弱董事會的功能。 
 
 

1.7 如何任命董事會成員與決定其任期？ 

董事會成員的提名與選舉，在營利與非營利組織間，有極大的不同。營利組織之

股東大多擁有提名／選舉大部分董事會成員之權力；在非營利組織的提名與選舉

大多是基於一個範圍較大的利害關係人或組織之會員。 
 
— 在選擇潛在董事會成員時，詢問的相關問題如下： 
— 你所認知的使命與願景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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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何衡量成功？（對社會及財政收益的期待） 
— 你對企業或部門在 5-10 年後之發展有何看法？ 
— 你將投入多少時間參加董事會議？ 
— 你可以提供那些技能與利益（如人脈網絡）予本企業？ 
 
大多數的董事會任期為 2-3 年，且最多能連任四次。有任期之董事會較能輕易擺

脫某些不適任之董事會成員。然而同時也能產生延攬及選舉新董事會成員的額外

心力。董事會須預先決定定期交替的流程。交錯的任期可以確保留用有價值技能

與注入新的想法、專業知識與觀點。董事會成員應該經常反省自己，是否有為企

業增添價值或已不再提供企業任何益處。當選舉新董事會成員時，社會企業需重

新檢視其董事會規模大小。 
 
一個經營良好的董事會，在短期內將提供管理團隊有價值與省時的指導；長期下

來，它可確保社會企業成功經營。反之，一個經營不善的董事會，將讓管理團隊

運作困難。 
 
此章節專注於闡述管理團隊，如何藉由主要的董事會任務、責任與溝通流程，及

建立高績效的工作動力，進而創造董事會的最適績效表現。 
 
 

2. 優化績效的董事會管理 

2.1 董事會成員具有怎麼樣的權利和義務？ 

管理的重點應放在執行，而治理組織的重點應放在提供指導意見和監督。董事會

不應該涉足日常營運，但應該要監管營運的結果。管理高層應該要確保董事會所

做的決定有一一落實。 
 
董事會有兩個主要的職責：支持和監管。雖然很多人都認為這兩者是相互排斥的，

但在一個高績效的組織中，它們能夠形成互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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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董事會的任務，參照 Kreutzer & Jacobs, 2011 的數據和類型的相關說明 

 
 
 
2.1.1 支持 

支持含括四個構面。首先，董事會擔負提供戰略指導的陪練夥伴角色 (sparring 
partners) 並挑戰管理階層；這也包括協助開發創新且有效的商業模式。第二，董

事會成員可以提供他們的人脈網絡，這可以提高外界對社會企業的認識，並對籌

資和業務拓展提供積極協助。第三，董事會擔任社會企業形象大使的使命，進而

達到宣傳和正當性效果。第四個則包含監督方面：確保現金流，以增加企業的永

續發展性。 
 
2.1.2 監督 

監督主要是指維護社會企業的使命。董事會根據反映雙重效益的指標，監督管理

階層的表現；因此，監督包含了社會面與財務面。財務指標較易評量與比較，而

社會績效往往很難掌握。為了避免過度注重財務績效，社會企業要注意確認社會

使命的績效指標。此外，董事會應強調外部稽核與問責評量的必要性，以增加提

供給外部利害關係者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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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監督也指遵從。這是董事會的職責，確保管理階層遵守自身的治理文獻以

及法律規範。理想的情況下，董事會應有遵從需求的列表，並且定期檢查是否有

達成要求；此外，董事會的職責也包含適當的風險管理。 
 
2.1.3 核准管理決策 

在這支持與監督當中，還有一項是核准某些管理決策。董事會核准某決策時，應

確保是符合整體使命。此外，董事會的核准代表的是一種正當化的形式，以用來

與團隊溝通某些決策。需要經過董事會核准的議題包括： 
 

— 年度預算的決策 
— 財務融資決策 
— 股權結構改變 
— 執行長及管理團隊的薪酬 
— 執行長及管理團隊的接班要務 
— 整體策略的決策 

 
企業應該界定哪些事項需要董事會的核准，以確保適度的監督，但不會對管理團

隊盯的過緊。例如，董事會僅對超過一定額度的投資進行核准。 
 
 

2.2 董事長的角色和責任是甚麼？ 

執行長和董事長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當執行長的責任必然在組織的業務運作，

而董事長則是負責董事會的運作，這需要豐富的經驗和處理幾種高層問題的能力。

董事長的職責包含確定會議的日期、解決成員之間的矛盾、代表企業出席公開活

動，以及跨越董事會與管理階層之間的邊界。 
 
在單層或是自願性的董事會中，經常一個人同時具備執行長與董事長的身分。這

種結構削弱了制衡機制，並且侷限了董事會和管理階層之間的獨立性。聯合領導

的架構提供了統一的工作重點，及可對外部社團展現強大的領導能力；雖然分離

這兩項職能，會造成較多成本和行政工作。因此，企業面臨必須在（此兩項職能

分開時）有效的監管與強大的領導力之間作取捨。 
 
如果一個人身兼二職，董事會應委任另一名董事會成員，來帶領有關必須分離處

理的職責，如審視執行長薪酬等任何問題。此外，如果產生新的執行長，最好搭

配一個經驗更豐富的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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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董事會與管理階層;自製圖表 

 
 
 

2.3 如何創造董事會文化？ 

創造適宜的董事會文化，將會增加董事會成員對組織的投入以及價值認同。當董

事會是多元化時，首要要務是建立積極傾聽、尊重不同觀點、有建設性對話及行

程協作決策的文化（而不是別人總得順從他們的想法）。 
 
2.3.1 入職董事會 

新的董事會成員應該要對於組織內的工作、目前的策略與計畫有所認知。新董事

會成員應該要與管理團隊面對面接觸，並了解企業文化和日常營運。如果不先了

解組織的複雜性，董事會成員將不能提供具建設性的支持和監督。熟悉整個團隊

運作，可以讓董事會更容易提出所關切的議題。 
 
 

21 
 



 

2.3.2 適當地肯定並重視董事會付出 

有一些社會企業會肯定及精神上獎勵董事會成員所付出的時間和努力，儘管他們

很少獲得酬金；除了發送感謝信之外，一些社會企業會邀請董事會成員一起實地

考察或參與戶外作業。根據財務狀況，用內部支出補償費用可能會是一個合理的

作法。 
 
2.3.3 適當地肯定並重視董事會付出（董事會會議） 

董事會的會議頻率取決於企業的現狀。每年應該至少要有兩次的會議，以保持董

事會成員在共事上仍緊密合作，並確保他們了解組織的發展現況，另外還能維持

董事會成員、董事會與管理階層之間的關係。當一個社會企業必須面對困難狀況

（複雜的環境，不斷變化的需求）時，董事會更應該要經常開會。會議可以透過

電話進行，但每年至少應該要有一場面議會議。且每年有一次的會議應要著眼於

策略議題及未來 3 至 5 年的發展藍圖。 
 
董事會決策需要構成法定人數，或有最低董事會成員出席人數（至少三分之二的

成員）以進行決策制定。為了減少行政上的困擾，表決程序及對多數決的規定，

應在會議前先確認好。 
 
請參閱附錄 4.9 的董事會示例規則（略） 
 
關於過去幾個月的資訊以及議程，應該要在董事會會議至少一週前發送給各個成

員，讓董事會成員有足夠的時間準備並增加相關議題。倘若管理階層希望提出重

大的修正建議，例如修改組織章程或關於企業的整體策略，該建議案也應提前呈

送。 
 
會議結束後，呈送董事會成員的會議紀錄，應清楚地載明後續的步驟以及實現這

些目標的個人分派責任。此外，會議記錄應包括開會地點、日期、時間、出席者、

決策、審議以及表決結果，並註明其中通過決議案的方式。 
 
表 5  
題 目 時 間 
行政事項 5 分鐘 
上個月未完事項，簡短討論未定議題 10 分鐘 
批准事項：包裹表決 10 分鐘 
策略事項討論，例： 

– 財務現況及年度預算 
– 人力資源 

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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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展規模 
決定後續步驟及責任指派 20 分鐘 
會議評估 5 分鐘 

 
 

2.4 管理階層如何向董事會呈報？ 

呈報增加了透明度並提供給組織一個存在的正當性。定期更新組織的發展狀況來

保持董事會成員參與度，並且這有助於維持信任的關係。 
 
管理階層應至少每季一次的向董事會成員進行呈報，提供他們組織現狀的資訊。

每年的呈報歷程應包含以下內容： 
 

— 現金流量、實際財務狀況與預算的比較 
— 社會績效指標相較於基準的比較 
— 管理階層針對重要事件、外部因素發展等等的評論（最多兩頁）。 

 
請參閱附錄 4.4 的季報範本（略） 
 
每年年底應做一較詳盡的呈報，其中含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要建立一個適當的呈報制度，管理層級和董事會需要對於企業的價值定位 (value 
proposition) 達成明確的共識。價值定位包含社會及財務兩部分；雖然社會因素

應該是首要的，財務的目標則範圍較廣，包含從賺取收入的策略，到財務永續性，

到創造利潤。財務成就的評量可以採用商業界的方式。社會創業家若不熟悉財務

報告，應諮詢董事會成員，從他們的專長中受益。 
 
社會影響力預設的評量方法往往並不存在，而社會創業家自己往往也並不瞭解其

影響價值鏈。請參閱社會投資手冊 (Achleitner et al., 2011) 及附錄 4.5（略）對影

響價值鏈的描述和範例。一旦社會企業定義其影響價值鏈，應該還要確立績效指

標，並建立監測方案。 
 
請參閱附錄 4.6 的呈報循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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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如何評估董事會的工作？ 

 
有鑑於董事會成員會希望他們的貢獻是有意義的，因此企業應該與他們定期溝通，

讓他們了解哪些行之有效，而哪些不是。同樣地，董事會成員應該利用這個反饋，

趁機產生更大的影響力；董事會不能自認善意及友善會帶來有效的治理，而是應

該要注意評估自己的績效。 
 

– 在每次會議結束時，重新審視一下會議內容：這是很好的做法，問一下

大家的意見，什麼地方表現良好、什麼地方出了錯。評估自己本身的成

效，董事會成員應該要在一年的最後一個會議中問自己：「如果過去這

一年我們沒有相遇，會發生甚麼樣的事情？」 

– 會議之間的非正式談話：董事會成員中應相互溝通，了解有那些尚未解

決的問題或衝突，阻礙了董事會成效或影響該會的文化。管理團隊應該

要主動接觸董事會，提出任何問題或尋求指導。董事會成員應要定期詢

問自己，是否仍然能夠為組織增加價值。 

– 董事會每隔幾年應進行自我評估調查：董事會應該評鑑自己的成效並辨

識發展潛力。附錄 4.7 包含了一個全面通用的問卷，可以協助這一個歷

程。社會企業應要根據現狀進一步調整問卷。而回答這樣的問卷需要相

當的時間，所以只能每兩三年進行一次；並且由一個完全獨立的人員進

行分析，以鼓勵董事會成員能以公開且誠實的態度面對調查。 
 
 

圖 7 本手冊內容；自製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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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論 

總之，我們想強調以下幾個方面： 
 

— 組織的生命週期：當你在建立治理結構和選擇董事會成員時，應考慮組

織的需求：了解你目前所處的生命週期階段和組織的未來走向。（詳情

請見 1.3） 

— 投資者的選擇：在與投資者協商時，請考慮公司治理需求。（詳情請見 
1.3） 

— 創辦人的角色：不要依賴於一個人來管理、塑造和監督企業。（詳情請

見 1.3 和 2.2） 

— 董事會成員：董事會成員專業知識和利害關係者適度代表性間取得平衡。

（詳情請見 1.4） 

— 透明度：特別是當處理利益衝突時，要具透明度且負責任。（詳情請見

4.3） 

— 董事會成員的參與：讓董事會成員在策略性議題上持續事前參與，才不

會受限於董事會的事後反應。（詳情請見 2.3） 

— 彙報：讓董事會成員全然掌握組織的發展。如果你定期向董事會成員進

行彙報，他們的職責就是向你提問。（詳情請見 2.4） 

 
 
註釋： 
1. 【備註】法律規定：雖然有一些法律型態會要求設立監事會 (supervisory 

board ) 或列入非執行董事成員，但有些則沒有。如下所示的幾個應建立董

事會的原因，即使它不具有法律強制性。自發性的董事會有兩種類型：沒有

任何法規要求的非正式董事會和應組織章程或程序規則等規定而成立的正

式董事會。本手冊中所提內容皆只提供讀者考慮的建議，重要的是要了解適

用的法律，並確保依法規行事。 
 
2. 基於單純化，本手冊中我們將主要討論重點放在董事會與董事會成員，包括

監事委員會、顧問委員會或非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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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釋： 

1. Golden share 特別股，亦稱「黃金股」。持有特別股的股東對公司章程的變

更擁有否決權。特別股具有特別投票權，賦予其持有者有權利阻止其他股東

持有高於某比例的普通股。特別股有權利阻止其他公司接管或收購。 

特別股在 1980 年代特別普遍，通常是因為政府要對民營化公司保有控制

權。特別股主要是在英國實施。在歐盟，曾被政府認定為不合法。這種股權

控制至少 51%的投票權。一個公司在通過特別決議案及修訂「組織章程大綱

及章程細則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後，才得以發行特別股。 
－取自 Investo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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