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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旨在超越為社會企業說故事和下定義，而是提供從業者一個概念框架－儘管

概念仍處初步階段，難免疏漏－以分享與激發社會企業效能的新思維，並傳播其

策略和管理資源，幫助從業者達成高效能的社會企業。本文更大膽的目標是，吸

引從業者、學者、捐贈者和其他支持者進行熱烈討論，以朝向開發社會企業方法

論和最佳實踐模式而努力。在提出這項基本的社會企業效能框架時，我們就可以

預期，在激起一些相異或小眾框架和方法的同時，它將會有所變化，無論是其形

式或內容，均會不斷地演變。希望因此得以開始朝向創立社會企業共同的效能指

標，以開發出一套可行的方法論而努力。 

 

讀者 

對從業者來說，此框架之功能係作為管理和規劃的工具：協助他們做策略性的規

劃；診斷並分析問題；設立目標及測量成果；並在社會企業中，充分利用合作和

管理緊張關係來優化企業效能。對於學者來說，此框架提供了辯論和批判性思考

的題材，且旨在提供建立社會企業方法論之早期理論架構。對捐贈者來說，此框

架可以被用來當作一個績效評量和監測的工具；而就顧問來說，可以協助技術投

入事宜。 

 

本初步版本可以在 www.4lenses.org 網站及可獨立下載的 pdf 檔案取得，而從

業者和所有人也歡迎加入他們的一些評論，分享他們的案例，挑戰我們的主張等

等。 

 

我們全然期盼，隨著有更多的從業者運用這個框架，它能夠更進一步演進。如此

一來，所有從業者的修訂與更新，就可以連同新領域的工具和範例同步刊登。 

 

 

  

http://www.4lens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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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之術語與定義 

 

以下的定義旨在闡明本文所使用術語的涵義，並不意味這些詞彙結合在其他脈絡

中所被賦與之所有其他意義，與其它定義缺乏一致性的情形，在使用上不應該被

理解為異議。 

 

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社會導向企業（非營利／營利或複和型）創立的

目的是，透過可以提高效能及持續性，終究同時創造社會效益或變革的創業型私

營企業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或市場失靈。1 

 

社會企業方法論 (Social enterprise methodology)－社會企業研究立基的方法和

組織原則。 

 

社會部門 (Social sector) －係整體經濟體之一部分，其組織之目標與責任，係透

過收購、改造及對公共財產、產品及服務之配置，以維持及發展共善 

(common/public good)。 

 

私部門 (Private sector)－此經濟部門的目標與責任是以私人企業經營方式，透過

收購、改造及個人財產之交易，以維持及發展私人財富。在大多數法律環境中，

他們可以採用通用的「以營利為目的」的法律結構，以規範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

所有權與責任，以及一般法律責任。 

 

社會影響力 (Social impact)－為共同利益和（／或）目標受益者增加、保存或減

少的價值。（在社會部門的文獻，社會影響力主要是用來意味正面效益。） 

 

商業措施 (Business practices)－私部門企業透過市場機制進行干預的方法，以形

塑市場力量成為有利於他們的優勢。 

 

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價格市場機制中，某種程度理想化系統的失敗，以

致無法維持（廣義上）理想活動，以支持消費行為及生產活動。評估一個活動之

可欲性 (desirability)，是相對於一些明確或隱含的最大福利問題之價值解決方案。
2 在社會企業文獻中，「社會市場失靈 social market failure」是用來形容政府在

社會服務上的運作失能 (malfunction) （如：健康、教育、公用事業、交通工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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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摘要 

本文所提的四面向策略框架 (The Four Lenses Strategic Framework) ，並不意味著

作者自稱權威，也不意謂著本框架應一成不變。其目的是要支持以從業者為導向

的討論，以進一步確定社會企業方法論的共同構成要素 (components)。本文將社

會企業定義為：「一個以社會為導向的風險投資（非營利／營利或複和型）；其

創立目的係透過可以提高組織效能和持續性，最終還能同時創造社會效益或變革，

具有創業精神的私人企業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或市場失靈問題。」3 由此可見，

社會企業方法論是由「社會企業的基本研究方法和組織原則」所組成。 

 

由於我們的努力目標力求包容性 (inclusive) 和非指導性 (nondirective)，我們並

不試圖建立範疇或排除其他方法。然而，我們會尋求解決社會企業部門一個棘手

的趨勢：即將「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一詞，傳播成為無明確意義的空洞口

號的威脅。因此，我們邀請從業者針對特定主題重新組合，以找到途徑共同點或

可開發之途徑。 

 

在本框架的核心，是驅動社會創業家的最終目標：持續性社會影響力 (sustainable 

social impact)。在這裡，我們刻意不為這個概念下一個完整的定義，也並不劃下

任何界線。4 取而代之的，我們專注在持續性社會影響力的概念上，並辨識四種

常見主題－我們將之稱呼為效能標準 (performance criteria)－這似乎是社會創

業從業者努力付出時，推動著他們前進的動力： 

 

1. 影響深度 (Depth of impact)－驅使開發和實施處理社會問題根本原因的解

決方案，以達到更深入、更持久的社會影響力。 

 

2. 融合價值 (Blended value)－驅使開發和實施融和價值創造模式，使經濟財富

創造和社會價值創造相互依存，因此最終兩者缺一不可。 

 

3. 效率 (Efficiency)－驅使開發並實施能達到更高效率之過程和技術，因此更

多從業者能夠從有限資源中，創造更大的成果。 

 

4. 調適性 (Adaptability)－驅使開發和實施更富彈性且容易調適的解決方案，

如此一來，持久的社會影響力可以在不斷變化且不穩定的環境中實現。 

 

 

這四個效能標準成為社會企業被辨識、組織、比較和可能被正式納入方法要素的

指標。如此一來，在這四個效能標準下，本框架目的在於辨識那些尋求利用私部

門力量，同時解決私部門的侷限和市場失靈問題的社會企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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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研究效能標準中，本框架提供了以下的分析：在每個效能標準的背後，有

個一系列的活動，可以被分類成四個策略領域－我們稱之為策略面向 (strategic 

lenses)： 

 

1.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Stakeholder Engagement)－牽涉到在將社會問題轉變成

較持久的社會影響力時，讓所有的關係人參與其中的活動。 

 

2. 資源調度 (Resource Mobilization)－牽涉到有關聚集能達成更大持續社會影

響力之必要方法，並付諸行動之相關活動。 

 

3. 知識發展 (Knowledge Development) －有關改善資訊及過程之品質、相關性

和適宜性，以達到更大持續社會影響力之相關活動。 

 

4. 文化管理 (Culture Management) －有關引導行為和思維方式，以達到更大

持續社會影響力的相關活動。 

 

 

雖然每一個效能標準都與每個面向有直接相關，但其影響程度各自不同。舉例來

說，資源調度是在產生融合價值的相關議題上，最重要的策略面向，但如果所有

種類（即人力、社會、物理、自然，和金融）的資源沒有充分調度與管理，那麼

社會企業一定會錯過將經濟和創造社會價值最大化的機會。資源調度對於實現深

度影響也同樣重要，但其程度則較輕微；一個社會企業可以想見的，在不調動所

有潛在資源下，應亦能創造其影響力。因此，每一個效能標準都有一個主要面向，

雖然要獲得最大效能，每一個標準都應該要經過所有策略面向的仔細過濾。 

 

一旦辨識了效能標準和社會部門組織常見的關鍵策略領域，本框架就可以用來研

究策略行動和效能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了解兩者係以共同或對立形式，以達成

持續的社會影響力。透過策略面向來觀察效能標準，則策略行動和效能成果的相

互依存關係即顯而易見。策略行動間彼此的關係，可能會產生綜效，因而可利用

來對效能產生更大的正面影響；或是相反地，策略行動可能強化面向內部的既有

緊張關係，而必須有妥善管理，以達到預期的效能成果。 

 

本文旨在超越說故事和下定義，以建構社會企業效能。本文任務是提供並激發有

關正式規範效能方法論的新思維，以幫助從業者達到有高效率、具調適性及策略

性思考的組織，能夠同時創造經濟財富和社會價值，以及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原

因，以實現深層、持久的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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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社會組織效能介紹 

概述和基本原理 

 

詢問任何一個有自尊的社會創業者，為什麼他們要做這些事情，他們會很熱情地

告訴你有關的一個社會問題，以及他們如何努力地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大多數在

意識到社會存在不公平，並被迫要採取行動時，思路上會達到一個清晰的時刻。

而在解決社會問題時，他們所採取的方法和問題本身一樣，是截然不同的；然而

我們的研究及經驗告訴我們，社會創業者的動機是無所不在的－創造持續的社會

影響力。為此，社會創業者多沉迷於在乎他們能多麼成功地達到社會影響力。遺

憾的是，在研究社會企業方法論中，效能這方面並沒有得到太大的關注，而不像

已經有許多文獻探討著社會創業者達到多少社會影響。乍看之下，這些觀點似乎

是多所雷同，而它們確實也是相互依存的：首先強調組織效能，而接著產生第二

個觀點，衡量社會影響指標的外部影響力 (external impact)。5 我們的主張是，先

讓社會創業者評估並改善他們如何成功地達成社會影響，進而使他們能改善效能，

並增加他們達到的影響程度。 

 

我們從一個大膽的推論開始：社會企業是社會組織要達到卓越效能的一個典範。

在此文中，我們將社會企業定義為：「社會導向風險投資socially-oriented venture」

（非營利型／營利型或複和型）6 的創立，係透過可以提高組織效率和持久性，

同時最終創造社會效益或社會變革的私部門創業方法，以解決社會問題或是市場

失靈的問題。」7 。我們定義高效能組織為「具有高效率、調適性及策略性思維

的組織，能夠同時創造經濟財富和社會價值，並同時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

從而達成深層、持久的社會影響力。」。然而，在撰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業界著

實缺乏有形材料及工具，專門用來幫助社會企業從業者了解並改善效能－改善他

們所從事的業務。相反的，社會企業文獻充斥著歌頌社會部門定義及領導者和他

們的努力歷史。勵志故事激勵有志的社會企業家，實現他們的理想的力量，實在

是不容小覷；然而，了解社會企業的效能，需要透過分析和記載最佳作法，因而

得以發展社會企業方法論。 

 

社會企業方法論迄今強調三個狹義的思想流派：支持發展從業者領導統御能力的

社會創業家角度 (Social Entrepreneur Approach)；主張賺取收入，做為提供社

會計畫及組織資金手段的籌資角度 (Funding Approach)；與利用商業活動來執

行社會計畫（例如：小額信用貸款）的計畫角度 (Program Approach)。8 這三

種方法都有可取之處，然而，不論是單獨或分開使用，都遠遠不夠滿足對有興趣

解決社會問題的從業者。只有在當資助有關解決社會問題的成本是必要手段時，

金錢才會是種激勵。任何社會企業的成功，強而有力的領導統御才能是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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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而卻無助於解決有關制度化或能力建構 (capacity building) 等務實問題。

最後，只有在能產生更大的社會價值時，採用商業活動才會具有吸引力。 

 

社會企業位於管理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交叉點 (nexus)，因此，其措施應該要取自

多領域及啟發，像是企業管理、社會工作、地理、政策研究、人類學和經濟學。

社會問題，同樣的，也很複雜，往往需要多面向的策略，以釐清其前因後果。因

此，任何全面性社會企業方法論，必須要用整體的角度來觀察社會企業，並整合

及建立在現有的思想流派－領導統御才能、籌資和計畫等三個角度。一個整合型

方法要求內部系統的複雜網絡，除了能獨立運作外，也要相互依存以達到健全的

整體運作。診斷社會企業表現不佳的「症狀」，像是無法擬定一份策略計畫、員

工流失率高、不當的財務管理、使命不一致、顧客滿意度低、運作不良的董事會

等等，顯示的可能是在某個功能領域、整個系統或是整體機構的弱點。糾正這些

問題可能是個獨立的事件，亦可能是需要全面性的變革管理；無論是一個或是多

個領域的改變，都會對社會企業的效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不論是好，或壞，或

兩者並存。社會企業效能仰賴於金錢、人、社區（群）、資源、能力、領導者、

價值觀、知識、文化、敏銳度及遠見等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這些元素是如何合

作，或是對立，以實現持續性社會影響力的最終目標。因此，實現高效能社會企

業就像是一個穩定的健身制度，需要長久的警覺性，不僅是需要解決問題，還要

加強能力，以維持全方位的健康發展。 

 

框架目的 

社會企業已經被吹捧為達成第三部門提升效能的解答，但是做為一個專業領域，

它在發展核心方法論之構成要素上，速度卻非常緩慢。這個框架的目的是藉由發

展一個整合性的方法，來支持社會企業社群；這是一個超越分裂的派系和工作領

域，以團結面對共同挑戰與效能標準之社會企業界，從而以一個廣為認可之既定

領域和一個能達到持續社會影響力之手法，來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 

 

社會企業藉由創造社會、經濟和環境價值來達到社會影響力。利用市場化的方法，

社會企業結合能創造收入的商業形式（因此創造經濟價值），當作實現其社會使

命的手段（並因此創造社會價值和／或環境價值）；9 這些結果的組合帶來的成

果是「融合價值 blended value」。簡單來說，要剖析社會企業所產生的價值，並

將其分派給個別的活動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因為價值的產生是一切社會企業活動

相互依存本質之共同作用。舉例來說，透過一個成功的小額貸款機構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 MFI) 所產生之財富的社會價值，可以與創造來維持該機

構持續經營的經濟價值有直接關聯：高效性貸款發放的數目越多，就能為窮困的

創業家帶來更大的利益，也會為MFI帶來更大量的利益，以利持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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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企業界中，創造價值的手段就像是社會企業本身一樣的多樣化。舉例來說，

社會價值可以透過以下任何或全部的形式來實現：執行該業務的直接結果；配套

的社會方案；嵌入在社會企業模式的社會服務；管理和（或）治理之理念或流程；

採購物資和原物料；策略合作夥伴關係；與社會和（或）環境責任政策。使之更

複雜的話，當其中一種價值被妥協、縮減或被拋棄，以實現另一種類型的價值時，

權衡 (trade-off) 就會發生。大多數情況下，這涉及到為了經濟價值，犧牲社會

或環境價值，來確保社會企業的生存。例如，小額貸款機構走向高檔，給予「較

不貧窮者 less poor」更高額度的貸款，作為商業化的手段。付出的代價是減少了

原本提供給「窮人中的窮人」之集體貸款，即使就更長遠的利益來說，這些額度

長期下來可以造福更多窮人。我們的目標是要在策略上，要刻意地知道在何處，

以及如何創造最大價值，並視創造價值為社會企業效能的整體成果。 

 

我們尋求解答的問題有： 

 在社會企業界，如何定義與衡量效能？ 

 何謂「整合方法論 integrated methodology」？ 

 整合如何能帶來更高的效能？ 

 

結構 

首先，由於任何社會企業的最終目標均為其效能，因此我們在持續社會影響力的

背景下構築效能的內涵。如此一來，我們不但避免了試圖為「持續性」下一個共

同的定義，10 而是著重於成功的社會部門組織所展現的主要特點，也就是他們致

力達成（1）更深層的社會影響，（2）融合社會經濟價值，（3）提高效率和（4）

更大的調適性 (adaptability)。我們進一步證明，缺乏這些特點，將會抹殺任何一

個持續性的假象（雖然我們當然不是暗示，他們的存在純然是為了持續性）。 

 

然後，我們將這些效能標準，應用到社會企業方法論，描述了社會企業從業者如

何使用四個效能標準，處理常見於所有社會部門組織所面對的挑戰。 

 

其次，我們提出一個整合性社會企業方法論。我們首先證明了社會部門組織，不

論他們的績效如何，在四個策略領域裡所面臨的共同挑戰－我們稱之為策略面向 

(strategic lens)：他們如何激發他們的利害關係者，調度他們的資源，發展自己的

知識和管理他們的文化。然後我們得出結論，每個策略面向在每個效能標準下都

有一定的作用，它們可能產生一系列複雜的協同效應和緊張關係，需要跨越所有

四個策略領域的一個整合方法，以實現組織的效能目標。 

 

接下來，我們進行分析，從這四個策略面向下，透視社會企業實踐如何潛在地影

響組織效能。更重要的是，我們力求透過四個面向，透視處於關鍵效能標準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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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企業實踐之間的整合關係－透過任何的策略面向所觀察到的組織實踐的轉變，

將會（正面或負面地）影響該組織在所有關鍵標準之表現。因此，我們結合四個

策略面向與關鍵效能標準在一個綜合框架，我們希望以此進一步推動社會企業方

法論的發展，作為實現社會部門組織之理想效能的方法。 

 

 

第二部份：構築效能內涵 

前提 

一個社會部門組織的效能，最終是由它創建和維持社會影響力的能力來衡量。11 

 

持續性社會影響力 

所謂「持續性社會影響力」，意味著持久的社會影響力，在社會企業文獻和術語

中，是經常使用的名稱。在某些狀況下，創造持續性社會影響力是和機構持久性

與財務持久性有關聯的；其基本假設是，如果一個組織能永久存在，那麼它的影

響力就能長期持續下去。然而，在本文中，同時也是為了解釋社會企業方法論，

持續性社會影響力，與解決社會問題或市場失靈的方法息息相關。換另一種方法

說就是，當一個社會問題或市場失靈被解決了，持續性影響力目的就達到了，因

為問題已經不再存在了。 

 

這是否意味著，創造一個持續性機構的概念，是與解決社會問題互相牴觸？並不

盡然。在大部分情況下，解決社會問題是一個長期的議題，需要整個體系的改變，

這需要好幾世代才能實現。解決社會問題的工作可能需要透過多年持續的制度，

以社會服務的方式來進行。在許多情況下，社會企業成為一個永久的機制，成為

在私人、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第三部門 third sector」機制。然而，這確實意

味著社會企業必須規劃正式退場機制或重塑自我，以面對新的問題，因為舊的已

經不復存在。在這裡，很適合討論到馬斯洛的需求論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12 以及人類的需求本質是如何演化：當「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得到

滿足，一個人會往金字塔上方的自我實現移動。因此，一旦一個問題被解決了，

另一個問題通常也會浮上檯面，所以新的機會就不斷的出現。 

 

財務持續性之外 

社會企業中的「私部門措施 private sector practices」是從商業企業中借鏡，並涉

及到財務盈利活動。然而，對一個目標是維持社會影響力，同時還要能長期持續

經營的社會企業而言，持續性發展著實比單純賺錢複雜得多了。此外，我們不要

忘記，社會部門的其中一個作用是減輕或停止對社會、環境及其人民的傷害，其

中一些傷害是私部門不持續性行為所造成的後果。要充分認識在社會企業背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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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持續發展，則必須要考量能夠使社會企業成為自給自足的三個相互關聯的面

向：財務持續性（創收支付費用的能力），機構持續性（執行及參與市場競爭之

組織能力）和持續性環境措施（使用可再生材料、能源和不破壞環境的工作流程）。

社會企業結合了至少財務與機構的持續性，而且往往還包括環境持續性，以創造

並維持其社會影響力。 

 

圖一 

 

 

 

 

辨識共同的效能標準 

在創立常見的共同效能架構所面臨的挑戰，是在於社會影響力和持續性的概念，

兩者都正受到激烈的討論，且具高度主觀性。 

 

因此，在建立一個共同框架時，我們選擇把重點放在一組可以簡單地證明，並被

接受作為創造持續性社會影響力要件的共同標準，而不假裝嘗試定義「持續性社

會影響力」的全部範圍。 

 

這個框架建立了四個能提高持續性的共同效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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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深度 (Depth of Impact) 組織在解決社會問題的深層原因效率如何？持續

性一定會伴隨著深層、持久的影響力－解決（而非姑息）社會問題應該為其最終

目標。 

 

融合價值 (Blended Value) 在使經濟財富創造和社會價值創造真正地相互依存，

而最終使兩者無法分離上，組織的效率如何？持續性一定會伴隨著融合價值創造，

因為它無法維持那些會產生價值赤字的活動。13 

 

效率 (Efficiency) 有系統地在有限資源中爭取更多成就上，組織效率如何？持

續性一定會伴隨著效率，因為浪費會導致資源流失的惡性循環。 

 

調適力 (Adaptability) 在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上，組織效率如何？持續性一定

會伴隨著調適力，因為無力處理威脅並善用機會，會導致精疲力竭和滅亡。 

 

我們可以將這四個效能標準想成是拼圖中重要的那幾片－如果其中一片不見了，

我們永遠也無法看到持續性的全貌。也就是說，我們不會假定這些效能標準，是

為了要達成持續性而存在－我們的重點一直是在社會企業領域這個發展階段，找

出共同的拼圖。 

 

 

將效能標準應用到社會企業方法論 

要成為社會部門從業者使用的方法論，社會企業必須要解決所有社會部門組織共

有的挑戰，並同時提供新穎的方法來面對這些挑戰。14 社會企業方法論的核心

有個簡單的看法：私部門市場－不管我們喜歡與否－在全球佔有主導地位，使公

部門市場相形失色。同時，許多社會領域的挑戰也明顯涉及私部門市場為少數人

的短期需求，而不是為了長期的眾人利益的傾向，特別是當兩者無法兼容並蓄的

時候。 

 

社會企業方法論獨特之處，是其企圖連結社會部門挑戰與私部門侷限的方式。它

利用私部門市場的優勢，將兩者同時解決（以商業手法作為例子），以實現社會

利益。15 社會企業的妙處是在於，轉變商業措施以實現社會變革，提供了遠大於

金錢的更多可能性。16 社會企業方法善用私部門之力量，採用的方式是積極參

與市場活動及在做決策時，策略性地運用市場機制，來解決社會問題並為更大的

公益創造價值。方法論其它原則包括：透過私營企業的創新、決心和財務紀律的

特點來經營社會企業，這促使精明的生存主義者的行為，在市場上經得起時間的

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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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適用於社會企業方法論之效能標準 

 
解決社會部門挑戰 

透過利用私營部門的優勢， 

同時解決其侷限 

影響深度： 

我們如何有效地

解決社會問題？ 

 

 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 

 減少對來自掩飾社會問題症

狀的短期「快速解決方案」

的依賴。 

 

 利用商業市場的能力來滿足個

人各類之需要與需求。 

 從內部解決市場在處理機會議

題時，傾向基於短期的利潤潛

力，而忽略長期的社會影響。 

融合價值： 

我們在整合社會

與經濟價值創造

中效率如何？ 

 減少依賴外部產生的經濟財

富，並發展產生內部財富的

手段。 

 改變當前模式；社會價值創

造不應該依賴於不考慮社會

影響所產生的財務資源。 

 利用市場財富創造的長期業績

紀錄。 

 從內部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促使

經濟財富創造更依賴於社會價

值創造，導致兩者缺一不可。 

 

效率： 

我們是否有系統

地做到事半功

倍？ 

 實施流程改革並隨時留意對

生產力提升之需求、期待和

潛力。 

 以建設性的方式對已確立知

識和傳統流程提出質疑。 

 充分利用市場支持創新和產生

高收益的解決方案之長期紀

錄，以滿足市場需求。 

 解決市場創造對充分利用現有

解決方案之表面性需求（尋找問

題之解決方案）的趨勢，而不是

為以更基本的需求創造解決方

案（在尋找解決方案之問題）。 

調適力： 

我們是否願意並

能夠對不斷變化

的狀況做出回

應？ 

 

 實施彈性的結構、思維方式

和分散控制機制。 

 對現狀提出質疑，並挑戰自

滿。 

 

 利用市場對支持風險評估、互補

（甚至是矛盾）的方法和接受變

化的意願之長期記錄。 

 解決市場的一些傾向，如：為改

變而改變、採取阻力最小的途

徑、或無法「堅持下去」。相反

地，表現出對解決基本需求之長

期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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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整合案例 

辨別共同策略面向 

我們已經看過（好的，壞的和中性的）效能，可以被追溯到一系列與上述四個效

能標準有關的常見挑戰。 

 

雖然這些挑戰的細節自然是範圍廣大的，而這取決於社會問題和工作環境的性質，

大部份挑戰會發生在四個常見的策略領域： 

 

這四個中心主題－我們稱之為策略面向－突顯出對所有社會部門組織來說，常見

的一系列策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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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策略面向 中心主題 核心策略問題 

利害關係人參與 利害關係人是指任何有能力可

以解決社會問題的人（即：社

區、客戶、捐助者、員工／管理

階層，董事會、環境、公眾等

等。）。 

 誰是我們的利害關係人？ 

 他們在解決（或長期造成）社會

問題中扮演甚麼角色？ 

 我們要如何使他們扮演（或是停

止扮演）這個角色？ 

資源調度 資源可以是： 

 人力的（人和技術）， 

 關聯性的（網絡、夥伴、

社區－包括無形的資產，

像是品牌、聲譽和形象）， 

 實體的（有形資產：車輛、

土地、建築物、原物料），

或是 

 金融的（現金、貸款、股

票、獎助款等）。 

 我們需要甚麼資源來解決社會問

題？ 

 我們要如何最有效地利用這些資

源來解決社會問題？ 

 我們要如何取得更多這類可用資

源，並確保他們在未來也能繼續

提供？ 

知識發展 知識是資訊的結合（內容、研究

結果、數據）和過程（方法、系

統、技術、程序）。 

 我們需要發展甚麼知識來解決社

會問題？ 

 我們要如何發展這個知識？ 

 我們要如何確保我們的知識維持

即時性及連貫性，並且是對我們

的行動是有影響力的？ 

 我們要如何執行並管理知識？ 

 我們要如何相互溝通這個知識？ 

文化管理 文化是結合利害關係人群體

中，常見的許多信仰體系和觀念

的結果。 

 我們需要擁抱什麼思維和價值，

以解決社會問題？ 

 我們要如何在潛藏矛盾的價值

中，創造一個一致性的文化體

系？ 

 我們要如何發揚我們的文化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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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透過四個策略面向來評估和實現效能 

現在我們已經確定效能標準及在社會部門組織中常見的關鍵策略領域，我們可以

開始研究策略行動和效能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它們兩者如何一起導致持續性的

社會影響力。關於每一個策略面向和與效能問題互相參照的策略問題結構，可以

被用來創立診斷工具，以評估社會企業表現。透過四個策略面向的效能考核，突

顯出尚未實現的機會以提高效能，表明弱點且明確點出那些可能會有損於達到效

能目標的衝突。一旦社會企業的效能受到評估，它的領導人可以決定應該要採取

哪些策略行動，在追求持續的社會影響力上，得以提高或改善效能。 

 

評估可以正式並全面地進行，並以持續性的效能監控，來影響定期策略規劃。然

而，四個面向框架用來實現高效能的真正實力，是在於它能被融入日常社會企業

管理措施和決策的潛力。社會企業實現和保持持續性社會影響力所需要的，是時

常的保持警惕，而不僅是偶爾的關注。 

 

 

 

 

上面的圖和下面的表格說明了策略面向和效能標準之間的關係，並且還有在面向

間的協同效應和緊張關係。重要的是，讀者需要知道社會部門組織是充滿活力的。

儘管圖中的描繪給予每個面向同等的份量，但份量還是會移轉的，這就取決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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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內部的發展或是組織如何受外在環境所影響的相對重要性。在考量內部因素

（赤字、新的領導人、利益關係人抗拒等）或是外部因素（突發競爭，合作關係

等）之急迫性和即時性之後，從業者可能將精神集中在改善社會企業在某一面向

的效能上。 

 

四個面向與效能的關係，既規律又準確：調整其中一個面向來改善其效能，可能

造成其它面向需要作同步調整。正如當前社會企業理論所建議，專注在效能的其

中一個面向（長久以來，這些指的都是領導人，資金及程序），並不會達到持續

性的社會影響力。社會企業的效能目標之實現，是經由綜合管理所有策略面向（雖

然其中一個或多個在某特定時間會有優先權）以及面向間的相互作用。總之，如

果在一個或多個策略面向的行動和決策被忽略的話，就無法實現高效能。 

 

表三 

效能標準 實現效能之主面向… 進一步提昇或阻礙效能之

次要面向… 

影響深度 我們在讓所有利害關係人

更深入持久參與的成效如

何？ 

我們的文化，資源和知識是

如何支持（或阻礙）更深入

的利害關係人參與？ 

融合價值 我們用整合，可行和可調整

的方式來調度資源的成效

如何？ 

我們的知識，利害關係人和

文化是如何支持（或阻礙）

可行的資源調度？ 

效率 我們在發展導向更合適的

流程的知識的成效如何？ 

我們的資源，文化和利害關

係人是如何支持（或阻礙）

適當程序的發展？ 

調適力 我們在創造支持主動性，並

減少對變革之抵制的文化

上成效如何？ 

我們的利害關係人，知識和

資源是如何支持（或阻礙）

一個強調變革和主動性的

文化？ 

 

 

此框架解釋了為什麼持續的社會影響力似乎比實際上更容易實現！雖然當我們

剛開始著手進行時，它像是一個簡單的拼圖 (puzzle)，實際上要實現持續社會影

響力，需要破解的是一個金字塔魔術方塊 (Rubik’s Pyra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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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 simple puzzle …從一個簡單的拼圖… 

Depth of Impact 影響深度   

Blended Value 融合價值   

Efficiency 效率   

Adaptability 調適力 

 

… to a Rubik’s pyramid! ...到金字塔魔術方塊！ 

Culture Management 文化管理  

Stakeholder Engagement 利害關係人參與 

Knowledge Development 知識發展 

Resource Mobilization 資源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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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字塔魔術方塊中，每個面向都分佈有九個小三角形，分為四種顏色。一個樞

軸的概念，使得每個面向都能獨立旋轉，從而混和所有顏色。要解開這個拼圖，

每個面向都必須是同一種單一顏色。 

 

本文這四個面向就像是金字塔的一面：試圖「解決」一面而沒顧到其他面，反而

是適得其反。相反的，四個面向都必須要以整合的方式來解決，以完成拼圖。 

 

 

第四部份：利用協同效應與管理緊張關係 

 

以下的表格列出了每一個效能標準是如何適用在四個策略面向中，並介紹了能展

示效能成果與策略行動之相互作用的活動範例。 

 

雖然每個效能標準都與每個面向有直接關聯，但各自發揮的影響程度不同。舉例

來說，利害關係人參與面向在處理有關影響深度的效能問題時是最關鍵的－如果

適當的成員沒有成功地參與你組織的活動，就會很難產生更深度的影響。利害關

係人參與同樣也對於達成融合價值創造也很重要，雖然重要程度稍小一些－因為

可想而知，一個組織不需其所有必要的利害關係人參與，亦能創造融合價值。因

此，每一個效能標準都有一個主要面向。 

 

次要面相往往是較不明顯的協同效應和緊張關係出現的地方。就如同要實現一個

效能標準，不可能不對其主要面向有強烈的關注一樣，當效能在主要面向的活動

中沒有達到預期的水準時，可以透過審視在次要面向的緊張關係或是缺乏協同效

應中，找到罪魁禍首。 

 

表格可以用兩種方式來解讀：不僅僅是可查看橫跨四個面向的特定效能標準（橫

列），也查看橫跨四個效能標準的特定面向（縱欄）。再一次強調，每一個面向

對其對應的特定標準都是主要的，並且緊張關係和協同效應會出現在它們和其它

標準的關係中。 

 

這個表格提醒我們整合方法的最大發揮程度： 

 

1. 從宏觀角度來看，從業者管理社會企業中，持續性和社會影響力之間的協同

效應與緊張關係。一個通過時間淬鍊（即便簡化了些）的社會企業格言，對

此觀點做了最好的詮釋：「平衡雙重效益 balancing the double bottom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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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然而在更深入的分析後，顯而易見的從業者面對的不只是「雙重效益」，從

業者實際上必須要非常努力地協調，管理並平衡（至少）四個（或可能更多）

效能標準：影響深度，融合價值，效率和調適力。 

 

3. 進一步的審視後，我們觀察到，要根據每個效能標準實現績效目標，從業者

的努力包括決策和管理每一個有關四個策略面向的一些活動：利害關係人參

與、資源調度、知識發展和文化管理。 

 

4. 最後，由於每個策略面向都被認為在每個效能標準中扮演一個角色，在個別

面向本身及各個面向之間，存在更多管理協同效應和緊張關係的機會，因為

它們屬於不同的效能標準，並影響效能成果。 

 

 

 



 

表四 

 

 

效能標準 
策 略  面 向 

利害關係人參與 資源調度 知識發展 文化管理 

影響深度 主要面向：核心措施 次要面向：協同效應 次要面向：協同效應 次要面向：協同效應 

透過聘用他們成為員工及消費

者，將傳統社會利害關係人融入

主流市場。 

促進本質上能提高利害關係人參與

感的資源調度策略（例如以志願服

務取代財務捐贈；或收取服務費

用，來增加認同和價值觀念。）。 

利用市場調查，以加深對社會客戶的

需求及需要之了解，以及主流市場成

員在永久解決社會問題之角色和責

任。 

充分利用市場渠道，以改變關於誰是利害關係

人的看法（不僅僅是社會客戶，還有市場成員

也是利害關係人），以及他們在解決針對性社

會問題中的角色與責任，從而減少捐贈者和受

贈者之間的對立。 

傳統市場利害關係人融入社會

部門，使他們參與解決社會問題

之不斷變動的市場行為。 

尋求可以促進或加強利害關係人參

與的資源（例如：獲取通信基礎設

施，熱門零售地點。）。 

經營研發活動來發展更適合社會客

戶能力、需求及需要之科技（例如專

門設備的開發）。 

參與主流市場渠道，來模糊利害關係人團體之

間的界限，改變「我們＝主流」相對於「他們

＝邊緣」的文化，而變成「我們全部都在同一

艘船上」的文化。 

透過參與整合市場機制，增加所

有利害關係人團體之互動與依

賴。 

成為主流消費者社群，企業界和投

資界的成員，以使他們在你倡導的

社會問題上，成為利害關係人。 

經營研發活動來發展支持使用能強

化使命之資源的主流方法（使用生態

再生資源，善用社會客戶勞動力等

等）。 

使用社會行銷技巧，反制有害的市場行銷訊

息，不論這些訊息剝削的是社會上弱勢的消費

者，或是有社會意識的消費者。 

透過發展社會負責市場（使他人

能在行善同時，還能獲利），或

是阻礙社會危害市場（阻礙他人

因為對社會不利之行為而獲利）

方式，影響市場成員之行為。 

緊張關係 緊張關係 緊張關係 

放棄或遠離那些具阻礙利害關係人

參與風險之資源（例如：某些企業

贊助可能會導致社會利害關係人疏

離；某些政府資助可能會過度限制

與市場利害關係人之互動。）。 

要提防一體適用的簡化技術解決方

法，因為它們可能會阻止那些難以觸

及的客戶取得服務。 

要小心過度使用商業術語，因為這可能會令你

的核心利害關係人疏遠。 

要提防一體適用的資源調度策略

（例如全面實施有償服務），因為這

可能會阻止較窮的客戶得到應得的

服務。 

提高警惕不要落入創新煙幕的陷阱

（「新就是好 new is better」），而沒有

考量你的核心利害關係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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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效能標準 
策 略 面 向 

利害關係人參與 資源調度 知識發展 文化管理 

融合價值 次要面向：協同效應 主要面向：核心措施 次要面向：協同效應 次要面向：協同效應 

透過市場機制來接近利害關係人群體，並抓住他

們的一些消費能力。 

利用市場機制來留住市場財

富創造的源頭，並使用它來

解決市場失靈所帶來的社會

問題。 

利用市場調查方法來更了解資源在

哪裡、要如何取得、誰控制資源，還

有它們對其他人的價值如何。 

讓你的社會客戶發揮作用，以促進

自我價值的文化，使他們意識到他

們可以成為一個資源，而不僅僅是

一個負擔。 

讓社會部門捐助者及社會投資者參與長期市場投

資方案。 

利用市場機制把社會挑戰轉

化為財富創造機會。 

研究並發展適當的技術，用一種可更

再生的方法來管理現有的資源（不管

是實體的，人力的，關係性的或是財

務性的）。 

在提倡一個冒險的思維時，要勇於

面對你的成功和失敗；這個冒險思

維接受將資源投注在潛在持續影響

力，不是將資源分配在雖然無風

險，卻影響有限且不可持續的援助

活動上。 

使用你的利害關係人來分散你的人力資源庫（社

會客戶可能擁有市場需要的技能；董事會成員可

能有商業關係等）。 

利用市場機制，使資源在解

決社會問題方面可以更易擴

展與再生。 

不競爭最明顯的資源，而是研究有潛

力卻較不明顯的資源（例如智慧財產

權）或是傳統上被認為較不實際的現

有資源（例如一個大規模運用志工的

有效方法）。 

緊張關係 緊張關係 緊張關係 

要留意，整合社會經濟光譜上的利害關係人，雖

然有利於減少社會排斥，但也同時意味著喪失了

需要明顯的社會經濟障礙，以維持經營的傳統募

款做法（例如傳統慈善活動需要強化排斥感，以

獲取他人認同。）。 

要小心承諾過高而兌現的很少！確

保要投資在知識和能力建構上，以充

分利用在你面前的新資源，並跟上

（對你來說）不尋常的新資源提供者

的期望。 

要留意，有些人可能視企業文化不

恰當，而造成寶貴的資源（即：經

驗豐富的員工和董事會成員）流失。 

要留意，透過市場機制讓利害關係人參與，同時

也意味著比較沒有時間可以進行傳統募款活動，

而在從純粹的非營利組織，轉換成社會企業時，

這也會造成特別的困難。 

要留意的事實是，研究和創新確實需

要前期的投入，也因此總是會伴隨著

一些財務損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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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效能標準 
策 略 面 向 

利害關係人參與 資源調度 知識發展 文化管理 

效率 次要面向：協同效應 次要面向：協同效應 主要面向：核心措施 次要面向：協同效應 

用提倡「使用者創新 user 

innovation」的概念，來利用利害

關係人的知識和技能；即是給予

利害關係人權力和能力在基層從

事創新，以受益於你的利害關係

人獨特的技巧與知識。 

調動直接支援知識發展的資源（例如取

得使用研發設施的管道，智慧財產權，

專業技術人員。）。 

致力研發工作，透過發展適用技術 

(appropriate technology)，以提高生產力

及降低成本。 

促進社會客戶與內部利害關係人之間

的工作倫理。 

使用並擴大企業估值做法，以便考慮到

資源的隱性成本（例如「免費」的資源

可能是沒有效率的，因為要花很高的成

本進行維護等。）。 

利用並擴張市場調查方法，以進行下游

市場需求調查分析。 

促進支持知識共享的心態。 

緊張關係 緊張關係 採用市場調查和商業企劃活動，已開發

更有效率的供應鏈模式。 

緊張關係 

要記得，促進更大的利害關係人

參與，可能需要限制發展過程由

上而下的介入，有時候需要走一

個較迂迴的路線，包括利害關係

人為導向的嘗試錯誤過程。 

要留意那些願意支付實現解決方案，而

不願負擔開發成本的資源提供者；他們

可能會欣然支持現有完善的活動，而不

支持創新活動的開發經費。 

要留意推動更具競爭力的經營態度，可

能阻礙促進知識共享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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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效能標準 
策 略 面 向 

利害關係人參與 資源調度 知識發展 文化管理 

調適力 次要面向：協同效應 次要面向：協同效應 次要面向：協同效應 主要面向：核心措施 

讓利害關係人參與制定一個協調一

致的價值體系，使其能適用於所有

成員並減少排斥性。 

制定之資源調度策略，應考慮到特

定資源之先天侷限本質（例如補助

資金的限制與賺取收入）。 

進行持續的市場調查，以對崛起的

趨勢和機會做出明智的回應。 

鼓勵形成一個更有競爭力的組織環境，以提

昇警覺並減少變革的阻力，特別是當隨著環

境變化，改變能創造提升績效與影響力的機

會。 

以利害關係人選擇 (stakeholder 

choice) 做為適應性的機制，類似於

消費者選擇 (consumer choice) 在

設定市場趨勢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

角色一樣。 

充分利用你減少對傳統募款之關

注，以提高你對客戶（而不是出資

者）需求之關注。 

使用商業績效監測及資訊管理措

施，來改善風險分析和實施對應策

略。 

實行以結果為導向，分權管理的做法，以支

持創意與行動力。 

不是用由上而下的方法解決社會問

題，而是使用旨在提供支援額外草

根創新的產品與服務的分銷方法

（例如，提供可以在地方層級進行

客製化調適的模組解決方式）。 

緊張關係 

                                 

要了解，對於財務報酬率要求的提

高，可能會對於建立一個更加靈活

的文化造成反效果；用另一套死板

要求（對財務標準之預期變化）替

換原本就不靈活的要求（對社會指

標之預期變化），無助於解決彈性問

題。 

緊張關係 

                                 

要留意，暫時的挫折和研究與創新

在「嘗試錯誤 trial and error」過程

中固有的風險，會觸發壓力，走向

一個要求低風險及更可預期的慈善

心態之回頭路。 

 

緊張關係 

要留意不要只照顧某些利害關係人

而忽略了其他人，塑造一個將社會

企業活動視為「唯一活絡之道」，而

傳統社會工作則被看作死胡同的文

化，只會徒然破壞社工背景成員的

士氣。 

 

  



 

結論 

策略框架的四個透視法(Four Lenses Strategic Framework) 之優勢，在於它揭示了

社會企業經營、管理和策略抉擇中，固有的廣泛複雜性，其廣泛性更甚於那些已

經在當今社會企業方法論或是文獻中所討論者。就像是一顆洋蔥，隨著框架層層

剝下，曝露出社會企業需要內部管理越來越深層的動力，也須同時管理與不斷變

化的外在環境之交互作用。總體而言，從業者擔憂的是如何管理持續性和社會影

響力之間的協同效應和緊張關係。關於社會企業最廣泛目標的「整體形象 big 

picture」，經常被描繪為一個刻度尺，一邊顯示著社會影響力，而另一邊顯示了

持續性。在所謂「雙重效益」的要求下，下一階層的效能表現更明確的指示，從

業人員的努力不能僅只針對影響力和持續性，而是必須協調、管理並平衡他們四

項效能措施：影響深度，融合價值，效率和調適力。框架的下一層分析表明，為

了實現效能的成果，從業人員必須要透過四個不同的策略觀點，仔細審查效能標

準：利害關係人參與，資源調度，知識發展和文化管理。在最後一層的框架內，

審視出現在每一個策略面向，還有面向間效能表現結果的協同效應和緊張關係。

在這裡，這個框架闡明了在複雜的社會企業界，效能受到持續的挑戰；也因此，

從業人員的決定，往往意味著營運上的權衡與讓步，以實現策略績效目標。 

  

總結來說，四面向策略框架試圖提供一個能解釋社會企業複雜性的模型，並為綜

合績效研究方法奠定基礎。雖然此框架集結各個學派對社會企業最佳實踐方法的

主張，卻也避開了社會企業對於簡單黑白二元的對立觀點。相反地，它對當代效

能方法論獨特又重要的貢獻是，它對社會企業提供了全面性的審視。為達成此目

標，本框架視社會企業效能為內部系統複雜網絡的聚集，此內部網絡在各自獨立

運作的同時，也彼此相互依賴，以達成整體上更高的效能表現。要讓一個社會企

業成功，內部系統必須有無懈可擊的管理，並運用他們之間往往微妙、多方面、

緊密不可分又互相依賴的關係來維持。此外，社會企業這個複雜的內部環境管理，

必須考量一個動態市場環境的背景。因此，此框架透過一個錯綜複雜，潛在微妙

的策略以及管理決策過程，來引導從業人員，其中包括評估效能與社會企業經營

中，某些決策所衍生的後果。 

 

這樣做的目的是，社會企業從業人員將會使用此框架為主體，來評估效能、做出

明智的策略決策，並直接應用在日常管理，以實現所預期的持續性社會影響力。

依目前的形式來說，此框架是一個靈活的分析工具，可以用來評估和測量社會企

業，在與其目標相對應下的效能如何，而且它也可以被併入策略計劃措施中。 

我們全心的期望這策略框架的四個透視法可以改變並與時俱進，刺激新的和更強

大的應用以及更簡單的工具。所以此時，加強策略框架的四個透視法最重要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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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就是，鼓勵從業人員參與此方法論的開發。我們希望的是，該框架在有關挑戰

和效能標準議題上，提供充分的共同立場，以引領極度異構的社會企業從業人員，

針對效能研究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 

 

我們認為社會企業所作出的承諾是雙重的：社會企業不僅僅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來

解決長久以來的社會問題，而它也同時提供了社會組織改善效率的新範例。這個

框架的目的是要支持社會企業社群，透過開發一種整合性效能研究方法，來幫助

從業人員達成高效的，適合的，有策略思維的組織；該組織能同時創造經濟財富

和社會價值，並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以達成深層，持久的社會影響力。 

 

 

研究方法 

這份研究的出發點是，作者對於社會企業缺乏效能分析和研究方法之文獻所作出

的回應。另一個關鍵的動力是，從業人員在定義社會企業，並為這領域設定進程

等最重要的實踐參與上缺席（這些活動很大的程度受到資助者和學者所支配）。 

因此，策略框架的四個透視法所有主要的研究，都直接來自社會企業從業人員。

作者利用「由下而上 bottom up」的行動研究法，結合使從業人員積極參與評估

社會企業效能和分析資訊需求；定義效能標準和策略面向；在效能表現過程和方

法應用方面給予反饋；並提供範例參考。透過與支持社會企業的中介機構（Great 

Bay Foundation, PACT, SEEP and CARE）所建立的夥伴關係，作者贊助了一些調

查、焦點小組 (focus groups)、並進行個人訪談。為應用此框架，也進行了較大

規模的實地研究，並在美國、印度、坦尚尼亞和肯亞發展案例。這個研究的目的

是要為社會企業效能，建立一個從實踐到理論的模型。因此，除了諮詢委員會的

成員在計劃過程的參與，指導研究，並評論產品外，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從實踐

中得出。 

 

 

注釋： 

1. Alter, Kim, Social Enterprise Definition, Virtue Ventures, 2005  

2. Francis M. Bator in “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8), reprinted in Social Entrepreneurs: Correcting Market Failures,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Case: SI-72A, 2005. 

3. Alter, Kim, Social Enterprise Definition, Virtue Ventures, 2006. 

4. In our view, sustainable social impact is characterized by unique combination of the vision and 

goals of the social entrepreneur,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problem and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it, and the chosen social enterprise solution. and thus must be defined in its own context. 

Generically, sustainable social impact is the resolution of the social problem or marke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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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relationship is illustrated with a logic framework: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are the result of 

activities that lead to measurable outputs and subsequently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e cumulative 

effect is impact. 

6. Social enterprise is agnostic about legal form, which is usually dictated by governing laws in the 

countries where they operate. 

7. Alter, Kim, Social Enterprise Definition, Virtue Ventures, 2006. 

8. Alter, Kim and Vincent Dawans, “The Integrated Approach to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uilding 

High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s,” Social Enterprise Reporter, April 2006. 

9. Social enterprise may add environmental value by employing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practices 

in its activities, or in the case of an environmental social enterprise—e.g., Nature 

Conservancy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re baked into the organization’s mission and integrated 

with its social programs. 

10. This is an important ongoing debate but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framework. 

11. This particul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performance must be accepted for the framework 

to be relevant. 

12. Maslow, Abraham,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3. 

13. We use the term blended value here as defined by Jed Emerson: “What the Blended Value 

Proposition states is that all organizations, whether for-profit or not, create value that consist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value components— and that investors (whether market-rate, 

charitable or some mix of the two) simultaneously generate all three forms of value through 

providing capital to organizations. The outcome of all this activity is value creation and that 

value is itself non-divisible and, therefore, a blend of these three elements.” Read more about 

blended value at www.blendedvalue.org 

14. 1We are not implying that being novel automatically makes you better; instead we are saying that 

to be relevant, a new methodology obviously has to bring something new; whether it performs 

better has to be judged on, well, how it performs! This seems rather obvious but important to 

avoid falling in the trap of innovation for the sake of innovation. 

15. This "fighting-fire-with-fire" aspect is probably what makes the social enterprise methodology 

both effective and hazardous at the same time. 

16. Alter, Kim. “Social Enterprise Models and Their Mission Relationships,”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New Models of Sustainable Social Inno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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