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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Skoll Foundation 思高基金會 

總部設在美國加州 Palo Alto 的思高基金會，在 1999 年，由 eBay 的第一位員

工暨第一位總裁，傑夫•思高 (Jeff Skoll) 所創立。其創立使命是透過投資、聯

繫及表揚社會創業家，以推展制度性的變革；這些社會創業家致力於創造新的解

決方法，以期能為世界各地社區帶來長期的生活改善。 
 
思高基金會投資社會創業家的方式是主辦三個獎項計畫。基金會聯結社會創業家

的管道是透過線上社群 Social Edge，及在牛津大學的思高社會創業中心所舉行的

年度思高社會創業世界論壇 (Skoll World Forum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在

2005 年公開播映的公共電視紀錄片「新英雄 The New Heroes」四部曲是它表揚

社會創業家的途徑之一。 
 
更多資訊，請至：www.skollfoundation.org.  
 

 

About FSG Social Impact Advisors  FSG 社會影響諮詢顧問  

 
FSG 社會影養諮詢公司係一非營利組織，從事推廣慈善事業及企業社會責任，

致力於促進社會進步，其方式有三： 
 
 諮詢：我們為許多世界上主要的基金會、企業及非營利組織提供諮詢，如何

增強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在策略發展、評量、企業聯盟 (organizational alignment) 
及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提供專業的諮詢。 
 想法：我們大量投資研究，以幫助客戶及社會部門有傑出表現。我們的看法

長期出現在一些主流刊物上，如：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SSIR)、哈佛商業評論 (Harvard Business Review，HBR)、及美國慈善紀

事報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 等。 
 行動：在與外部夥伴合作下，我們發起及管理嚴格挑選的多年倡議，用創造

工具、確認最佳行動方案及促進建設性合作，以推廣本領域。 
 
FSG 社會影響諮詢顧問係由馬克•克萊門 (Mark R. Kramer) 及麥克•波特 
(Michael E. Porter) 教授於1999年以「基金會策略顧問Foundation Strategy Group」
之名所創立。 
 
更多資訊，請至：www.fsg-impa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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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管摘要 

 
 
社會創業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為慈善事業 (philanthropy) 帶來了新的視

野，也帶來了新的評估觀點。事實上，慈善領域中很多令人熟悉的評估方法，

都缺少資助人 (funders) 認為在社會創業領域中成功所需要素的關鍵標準 (key 
criteria)。 
 
在這個新興領域中，資助人 (funders) 也發明了他們自己的評估投資成果的方

式，通常是由他們的同儕獨立暨平行的評估。因此，對一些常見做法的審視，會

引出對一般問題，雖然不同卻常重疊的解決方法。這份報告的目的就是要探究現

今社會創業各種多樣的評估方式，為目前實際使用的方式建檔，這樣新加入這

個新興領域的人，就不需要再重新發明前輩們已經發明過的方式。但有時，這種

較新穎的思考方式，比起目前慈善領域中較常見的方法，似乎比較更適合現實中

混亂的社會改革。反過來說，社會創業中較務實的評估方式，有時缺少較完善的

符合方法論所要求的學術規範 (discipline) 與可信度 (reliability)。因此，我們希

望這份報告能提供社會創業領域，以及更廣泛的慈善事業領域，一個互相學習的

機會。  
 
我們的研究參考了相關文獻，並對資助人、社會創業家及該領域的學者們進行

一系列共 24 次訪談。我們的研究內容並不廣泛，也沒有給為社會變革募款所帶

來的各種存在已久的評量挑戰提供現成解答。任何試圖將現今各基金會在慈善事

業及評估使用的方法作概括的行為（更別提對社會創業的諸多不同定義），都會

冒過度簡化的風險，然而，我們希望這個報告收集的綜合議題及範例，可以刺

激更有建設性的想法、對話與合作。  
 
1. 新的領域，不同的視野－ 要在社會創業家 (Social Entrepreneurs) 與其它

非營利組織領導人，還有經營社會公益事業的營利企業家  (for-profit 
entrepreneurs with socially beneficial businesses) 之間清楚地劃清界線是不可能

的。而要區分資助社會創業家的出資者與其它類別出資者也是一樣的困難。但是

為了方便這份報告，我們把社會創業家定義為創立並領導一個非營利或營利組

織，並透過散佈新思想、態度及行事方法，來建立大規模且既持久又有系統的社

會變革的人 (one who founded and leads an organization, whether for-profit or not, 
that is dedicated primarily to creating large scale, lasting, and systemic social change 
through the promulgation of new ideas, attitudes, and methodologies)。這個強調人、

思想及組織的特性，導致評估過程與目的的重要差異。很多評估方法都著重在

某個特定補助款資助的計畫，對該計畫的預期受惠人 (beneficiaries) 所帶來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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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計畫主導人的個性與領導能力、贊助組織的財務手段與穩定性以及其他人複

製該計畫做法的可能性，常常都不是評估的重要元素。 
 
但在社會創業的領域中，這些都是成功的核心標準。被認定為社會創業家的人都

是社會變革 (social change) 的擁護者，因此他們身為領袖的個人成長與能力都

會被用放大鏡檢視。快速成長並且能持續經營的組織（不論是營利或非營利）都

是傳播社會變革的工具，所以他們的財務健全以及資源利用的能力都會被檢

視。最後，擁有創新的方法就是社會創業家的一個決定性的特性，而那種方法在

其它組織或地區散佈的廣泛程度就是成功的主要標準。只要他們的補助對象 
(grantee) 確實善用可持續的手段，快速提供大規模社會福利，那些社會創業家

的資助人，似乎不會特別在乎受捐贈組織對專門處理的特定社會問題的選擇，也

不會特別關心他們工作的地區或是他們造成的社會成果的種類。  
 
2. 資助前先評估－ 那些資助社會創業家的人，都在尋找擁有創造變革能力的

人或是組織，期待能擴大一個似乎已經證實有用的想法。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個

人的性格，組織的財務、策略以及管理的能力，還有創意的創新度以及規模性，

這些都可以在承諾提供資金之前進行評估。因此，挑選的過程（通常會與影響評

估完全分開），一直都被資助社會創業家的人形容為評估的關鍵元素。這種事先

的評估，常常需要六到十二個月的詳細檢視與聯合規劃，包括實地探勘 (site 
visits) 與專家評測 (expert reviews)。決定資助後，評估通常都注重在拓展率，而

不是變革理論的測試。 
 
3. 根據自訂目標比較進度－ 你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國家，發現社會創業家正在

處理各種你能想像到的議題，而他們創新的方法通常都是針對他們處理的地區

或問題設計的。因此資助人通常都是用簡單便宜又為了特定狀況所設的方法，拿

社會創業家與自己設立的各式目標作比較。此領域中的資助人也傾向同時與一

組補助對象保持密切的聯繫。透過緊密的合作而互相了解，減少了正式評估手段

的需求，並且給資助人依未預期的挫折或方向改變，來重新調整目標的彈性。就

算原先的想法失敗了，資助人與社會創業家還是可能繼續嘗試不同的解決辦

法。與補助對象共同設立目標，並維持緊密合作，並不是社會創業的獨有方式，

然而在與更廣泛的慈善事業比較後，會發現在廣度與深度上確有明顯的不同。 
 
4. 追蹤組織的發展與成長階段－ 在這個領域中，一直視影響規模 (scale of 
impact) 的快速成長為強調重點。有些資助人會追蹤受正面影響的人數，並以此

作為擴張影響的簡單評量，而有些資助人則會觀察一個組織在它的生命週期

裡，不同階段中的成長。前期資助人 (early stage funders) 較傾向評估社會創業

家個人的性格與成效 (effectiveness)以及這個想法的潛力，而不是真正達成的結

果；然而隨著組織生命週期循環，對管理績效 (management performance)、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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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cost effectiveness) 以及影響規模的期待急速增加，造成在各種不同的成

熟階段，需要非常不同的評估標準。即使是追求完全不同目標的組織，組織發展

的階段通常都是相似的；有時資助人會評鑑這幾個方面的優劣，例如治理的品

質、管理與籌款等等，把這些當作成功與否的評量標準。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影

響力有時會被定義為快速成長並管理得當的組織的副產品。 
 
5. 估計經濟效益 (Economic Benefits) 與財務槓桿 (Financial Leverage)－ 另
外一種評量涉及經濟績效 (economic performance)。某些情況下，這指的是財務

績效的傳統經營指標 (metrics)，特別是對那些利用債務或是股權投資，而不是

傳統提供補助金的資助人來說，更是如此。也有人會嘗試估計，所創造的社會效

益 (social benefits) 的金錢價值，以便計算投資的社會收益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這在創造工作機會與減少貧窮這類型的計畫上很有用，但對其它

像是保護生物多樣性或推廣公民參與等類型的計畫就不適用。最後，有些資助

人會把從其它資源募得的基金，當成是他們貢獻的手段、有影響力的代表權以及

組織存續的措施。上述這些經濟績效的測量，沒有一個能完整的呈現或能證明

某一方式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對慈善事業表現能濃縮成單一數據，並跨越不同目

標相比的期望，在這個領域還是很誘人的；但我們的受訪者中，沒有一個認為這

是個伸手可及的目標。 
 
6. 分享學習 – 不論是在同個地區、相似的議題或是在不相干的領域工作，社

會創業家們一致發現了建立人際網絡來相互學習與支援的價值。漸漸地，他們的

資助人開始將這種網絡的活絡性納入評量，正如評量個別計畫的成功一般。因

此，此領域內的評估通常包括了受資助人之間互動情形的指標；資助人也徵求他

們詳細回饋自己支持這種人際網絡的能力，並且提供其它有用的非貨幣 

(non-monetary) 服務給他們的受資助人。很多其他的基金會最近幾年已經開始

組織它們的資助對象並評定他們的效率，但跳出社會創業以外的領域來看，這

些舉動都比較不普遍；最終，社會創業家的成功，有一部份的原因，往往歸功於

一些微妙之處，像是他們的遠見、想法背後的動力、社會大眾態度的改變以及

主要機構的接受度；為了要掌握這種無形的指標、獲得實用的建議以及啟發新

的捐贈者 (donors)，我們所有的受訪者都依靠具體的故事、案件研究以及軼

事，來補充說明他們自己其它的方法。 
 
總歸來說，在社會創業領域中的評估，與慈善事業中的評估是相似的，但也反映

出明顯的態度不同。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一部份是根植在評估慈善事業的學術

淵源以及社會創業領域中的創投資金影響的分歧所致；簡單來說，就是學者跟商

人測試點子的方法是非常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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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基金會常常會發展一套變革的理論或是邏輯模型，接著資助示範用的計

畫，並使用評估來測試或是改進他們的模型。若是這種介入模式成功的話，他們

通常會將大規模推行的角色交給他人；然而在社會創業領域裡，主要的目標是

盡可能的大規模催化變革，所以最重要的是可以即時追蹤並做出反應的實際指

標措施，以此來散佈觀念或建立可以更符合成本效益，來影響更多群眾的強大組

織。那些資助社會創業家的人，可以自己看看受益族群獲得的好處，而他們通常

認為，直接觀察是他們決定投資的充分基礎。更多嚴密的研究所帶來的精確性，

通常都太耗成本也來得太慢。雖然可能會有無法控制的變數  (uncontrolled 
variables)、未預期的結果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或是無法估量的影響，

但社會創業家與他們的資助人，似乎對於無法完整準確的測量到他們完整的社會

影響這一點，並不怎麼感到困擾。 
 
大部分的基金會，可能可以從社會創業家的資助人對「建立強大組織」與「大規

模且快速的傳遞社會效益」這兩點的重視上，學習到一些經驗。基金會可以僅展

示創新的模式，就仰賴政府廣泛採用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相反的，社會創業家的

資助人主要依靠受資助者的自我報告，並在修改目標上允許保持彈性。但他們在

很多不同的領域與地區工作的傾向，可能會限制他們建立專業能力、匯總績效

成果 (aggregate results) 及獲得主流資助人信任。採納更嚴密的評估技術，可能

可以讓他們更有系統地了解並強化支持他們變革的理論方法。 
 
歸根結底，社會創業領域評估方法的崛起，對慈善事業整體上來說，是一個健康

的發展。他們把我們的想法聚集在如何更快的幫助更多人這種實際的問題上，而

本質上來說，慈善事業的目的就是幫助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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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創業家與評鑑調查 
 

 
你手中最大的利器，就是要能務實地適應改變。（要能視實際狀況，做彈性調整。） 

 
 
近年來「社會創業家」這個名詞，已經占據了一些主要基金會及私人資助者的想

像力，並且在非營利領域快速的散播。有研究發現，該名詞在最近三年內，已在

大眾媒體裡出現超過 700 次
1
。而大量的基金會、學者、非營利組織以及自認為

是社會創業家的人們都已經崛起，並開始凝聚成一個獨特的學科。然而辨別社會

創業家的因素，以及他們的資助人所使用的策略，又為評估調查帶來一系列新的

挑戰。但資助人、思想領導者 (thought leaders) 及社會創業家們已經用他們的

創新及洞察力，來對那些挑戰做出回應，並發展出可以符合他們需求的新方法；

然而現在缺少一個機會來全面檢視這個領域，並且統合那些不同參與者累積、

獨立發展出來的智慧。 
 
這份報告追求的是在這個新興的社會創業領域中，收集各種盛行的評估方法，提

供一些的範例，讓參與這個領域的人可以從其他人的經驗中學習，又或許可以對

現階段更廣泛的慈善事業評估的思考有所貢獻。 
 
我們的研究在2004年秋天進行，受訪者包含26位社會創業家、資助他們的基金

會以及研究他們的思想領導者等（見：受訪人名單）。我們的受訪者雖只代表社

會創業中的一小部分，但我們相信這些人對該領域中各種不同的方式與觀點具

有代表性。若有受訪者積極參與評估調查行動的話，我們也要求及審查詳述評

估過程的內部文件，同時我們也做了文獻審查。（見參考書目）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社會創業家 Social Entrepreneur」及「評估調查

evaluation」對不同人來說，有不同的意義；所以我們的第一個挑戰就是更仔細

的定義這些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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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怎樣才算社會創業家? 

「社會創業家」這個術語至少有三個不同的定義，而且對評估調查來說，各自有

不同的含意。這個術語最早是用來代表從一般非營利組織變得有「創業性

entrepreneurial」，它們在本業之外，開創能獲利的商業活動來賺取收入 (to 
generate earned income)。理想上來說，該商業活動會與它的社會使命相關，但是

主要的目的是賺取收入，所以要評估它的成功與否，可以直接看看它的盈虧 

(bottom line)。  
 

 

 
而最近由於它的募款訴求，該術語被更鬆散的用來形容，任何有領導魅力及拓展

野心的非營利組織領袖。 
 
其中一位受訪人說:  
 

社會創業似乎是「老生常談 same old stuff」，只是被更懂市場運作的領導

人，包裝起來欺騙可憐的基金會，誤導它們相信這是不同的東西。 
 

然而還有第三個定義，它用於形容一群不尋常的社會領域領導人以及他們創立

的組織。首先，這些領袖打破了非營利及營利領域中的壁壘，堅持這兩種工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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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地達成社會變革，並採取自由選擇使用或不使用其財務結構來達成目標

的政策。 
 
這些社會創業家的第二個出色的特點，就是想創造體制變革的企圖心，他們引進

新的想法，並且說服他人採用。社會創業家會重新思考問題，並且會尋找之前沒

有試過的方法來避免或解決問題。社會創業家根本的定義就是「找出新的做事方

法」這樣的概念，從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並且努力改變他人的態度與行為來接納

自己的想法。這一點強調的就是，採用不同於一般容易循著現有的途徑或常規解

決問題的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的新方法。 
 
最後，社會創業家還有一個大規模經營的野心，這是大部份一般非營利組織都無

法想像的；這個野心並不只是服務當地區域的人民，也不是只有建立國家層級的

組織而已，而是創造整個國家，甚至是全世界行為上持續的變革，改善數以百萬

計人口的生活。 
 
於本文中，「社會創業家 Social Entrepreneur」這個名詞指的是第三種定義：一

個創立並領導一個組織的人，不論是營利或非營利，並且要透過引進新想法、

方法及態度改變，來創造大規模且長久的體制性變革。 
 
社會創業最好的範例應該就是微型金融的發展。長久以來，大家都認為不能借錢

給窮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拖欠率 (default rate) 與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 
會超過任何可能的經濟收益 (economic return)，而且數量太小了，也無法提供任

何重大的社會益處。到 1970 年代，國際發展組織試著用傳統的借貸方法，幫助

發展中國家的窮人，但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失敗經驗。隨後兩個新組織，拉丁美

洲的「阿啟恩 ACCION」以及孟加拉的「鄉村銀行 Grameen Bank」，經過十年

的實驗，發展了與之前完全不同的借錢給窮人的方式。他們的創新方法，即現在

廣為人知的微型金融 (microfinance)，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因為他們發現就

算是區區 50 美元，都可能足夠讓一名婦女取得縫紉機與布料，以養活家人；這

種貸款對投資人來說，也是有不錯的財務收益，尤其是事實證明，出人意料地貸

方竟然可以負擔 20%或更高的利率，而由阿啟恩及鄉村銀行所發展的創新作

法，也一直維持著 97%的還款率。 
 
這兩個組織都成長到了相當大的規模，但是他們的點子的影響力，連他們自己都

相形失色；時至今日，全世界有好幾千個微型貸款機構，服務四千一百六十萬

個家庭，並援助超過兩億個家庭成員。在這些借貸機構中，幾乎沒有一個組織，

是與原本建立這個領域的社會創業家有任何關係，但都是使用他們發明的方法

的演變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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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下是社會創業家所達成的社會變革的典型構成要素：一位有遠見的領導

者、一段研究如何更有效創造社會效益新方法的實驗期、一個影響力快速成長

的組織、以及一個散佈世界幫助數以百萬計人們的想法。 
 
當然社會創業家是受很多不同型態的捐助者贊助的，從私人到又大又健全的基

金會、政府以及國際援助組織。但在這麼多援助的資源中，有一小部分的資助

人，對於找尋及資助社會創業家特別努力。這些人的行動，通常彼此間就不太一

樣；然而他們有一些根本的共同價值 (shared values) ，使他們有別於其他的捐助

者。「社會創業家資助人 funder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這個術語，在這份報告

中，只適用這一群與眾不同，自我選擇的資助人，而「社會創業 Social 
Entrepreneurship」這個術語，則包含了這些資助人、思想領導者以及社會創業家

本身。 
 

2.2 慈善事業中的評鑑調查 

慈善事業整體來說，評估調查是少見的。在美國六萬多個基金會中，我們估計大

概只有幾百個基金會，會定期做正式的評估調查；而只有不到五十個基金會，內

部就聘有評鑑專家。就連最定期做評鑑的基金會，都沒有正式的評鑑他們所提供

的大部分補助金 (grants)。 
 
在那些相對來說稀少，但會固定的實行評鑑行動的基金會中，它們評鑑的目的、

使用的技巧以及嚴謹的程度都參差不齊。有些基金會評鑑補助金支援計畫的執行

進度過程，來觀察它是不是有照計畫進行；有些單純只有觀察計畫的投入 
(inputs) 或產出 (outputs)，像是成本或是服務過的人數；還有一些基金會會嘗試

追蹤短期結果，像是一到三年內對情勢或行為造成的改變；最後，還有一些會藉

由評鑑計畫或補助金所帶來的更持久的社會變革，來試著測量所帶來的最終社會

影響。用來評鑑補助金或計畫的方式也不一樣，從受資助人自行報告到依靠外

部的評鑑專家及嚴格的學術研究，這些研究拿小心挑選的控制組，比較計畫參與

人的長期效果。 
 
評估方式也可以適用到不同的層級：特定的補助金、受資助人組織、計畫地

區、基金會或是一整個領域都有。就連實行評鑑的目的，都從評量補助金的援助

結果或測試邏輯模型，拓展到了組織學習、受資助人能力的建立、知識管理，以

及基金會自身表現強化等等更廣大的目標。 
 
社會創業就利用了這些豐富的評鑑方法，然而社會創業家以及他們的資助人，引

進了一種對於評鑑的過程及目的，顯現出有非常不同態度的方法，這種方法同時

也非常實際及有彈性，舉例來說，如「總結性評鑑 summative evaluation」，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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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計畫執行後，試著評量補助金造成的成果或影響的回顧性研究 (retrospective 
study)，這種評量就很少運用在社會創業，因為這個方法一般來說成本太大，而

且也很難有即時的回饋；資助人傾向與他們資助的社會創業家保持密切連繫，就

很少使用外部的評鑑人員來扮演協助的角色，或者是發現他們在計畫進行中學習

到的東西。在第三章第四節裡會提到，在社會創業領域裡，組織能力的評量是一

個重要的元素，但大部分都要依靠組織生命週期的階段、理念的傳播以及社會創

業家的個人成長來判斷；所以「混群評價 Cluster evaluation」，一種對有共同社

會目標的多個補助金或受資助人做的評量，就會很難應用，因為資助人可能投

入工作的地點或領域都太多了。簡短來說，社會創業領域裡的人們，發明了自己

的評鑑方式，以符合他們的在本質上就與眾不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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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創業領域評鑑 

 
 
我們不給人魚；我們也不教人如何釣魚。我們嘗試改變整體市場的供魚方式。 

如果你決定要做到這一點，你就不能只是衡量你提供多少魚。 

 
 

3.1 一個有不同視野的新興領域  

社會創業家是一個多元的群體。你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看到他們處理任

何可以想像得到的議題。他們創新的點子引領他們跨越傳統規範的界線，而他們

發展出來的解決辦法，常常都會非常巧妙地符合他們所幫助的族群的文化及情

勢。他們的資助人也採用了各種不同的方式：有些只用債務或股權的方式投資，

有些就使用慈善基金；有些人在社會創業家做實驗的初期即對他個人進行投

資，有些則專注在組織後續發展的成長與效率上。雖然很多樣化，但有一個共有

的觀念，使得社會創業這個新興領域與其它慈善事業和評鑑方式有所不同。 
                                                                                                                                                                                                                                                                                                                                                                                                                                                                                                                                                                                                                                                                                                                                                                                                                                                                          
例如，其他的捐助者考慮涉足此領域時，常常會從選擇要在哪個社會議題或是計

劃領域及地理位置等開始下手；譬如一個基金會可能決定資助本地城市或開發中

國家的住宅、健康醫療或是教育。事實上，很多基金會會將人力與營運分散到獨

立的計劃領域，而各組負責的議題或地區都不一樣。 
 
然而社會創業家資助人的想法不一樣，他們似乎不會特別在意要關心哪個議題

或在哪個地區提供幫助。就像一個期待某種程度報酬率的投資人，他不會在乎這

些報酬是因為買了製藥公司，還是電腦軟體公司的股票，社會創業家的資助人似

乎較專注在所創影響的規模以及其 持續性，還有他們的錢如何運用，而不特別

在意所處理的社會議題本身。一些資助人把自己限制在某個單一的領域，而其他

的資助人在一開始時，試著不限定在某特定領域投資，最後也還是縮回了特定計

畫領域內。然而我們的訪問顯示，在人類各種廣泛的需要中，很多社會創業資助

人，對所處理的社會議題，好像也抱持著無所謂的態度。 
 

我們根本不會管他們選擇的議題是不是符合我們的策略；我們要求計劃要符

合人類的社會需求，但除此之外，我們無須了解那些議題的細節。 
 
我們認真考慮他們想造成的影響的類型、他們對於辨識需求及了解該用什

麼手段造成影響的老練程度，以及他們所要的評量進程的指標。但我們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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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評量的技術，現在能讓我們說出服務一千名學生造成的 X 等級的影響，

可以與服務四十五名藥物成癮的流浪漢所造成的 Y 等級影響相比。  
 
到頭來，我們還是在找有用的解決辦法。我們不會下價值判斷，說蚊帳比房

子重要，我們會說： 
 
• 這些投資是否依照他們先前所計畫的進行? 

• 我們是否認為這有永續的潛力? 

• 有哪些市場力量？若你賣給一名農夫 30 美元的滴灌套件，而他們的收

入因此增加為原來的四倍，市場力量就開始往那裡推動。這或許不是我

們最在乎的，也不一定有影響；但未來這有可能改變全球的農業，而這

就讓我們了解到我們當時賭對了。 
 
與其思考要解決哪個議題，社會創業資助人在尋找稀有又強力的結合：他們想

要資助有強烈使命感，而且有創業精神的領導人，並且有改革體制的想法以及可

以快速成長、財務永續的堅定組織。這三個元素—人、想法、組織 (the person, 
idea, and organization)—在我們的訪談中，頻頻出現為選定資助計劃的主要標

準。 
 

 [我們在尋找]一個組織，它的領導人在社會領域中的表現，必須要與在營

利領域中的企業家一樣，對一個理想充滿熱忱，而且會嘗試把所有可能的資

源用在建構該理想上面，不成功絕不罷休。 
 
談到社會創業精神，你真正的重點其實就是社會創業家，一群有卓越創業

能力的人… 
 
這是一個掌握在一個人手裡的理想，你必須兩者都有。有一位真正的社會創

業家，不表示他們就有理想，也不表示他們正處在一展長才的時刻。 
 
在我們進行任何活動前，每個計劃都必須通過以下兩點的測試：1.這是不

是個能改變體制的理想？ 2.你的（巴西）柔術點 (ju jitsu point) 是甚麼（你

的招式是什麼）？－你要用的槓桿點（手段）是什麼？它為什麼行的通？ 
 

觀點的不同，對於評鑑的角色來說有明顯的後果。很多基金會的評鑑方式，並沒

有把抱持理想的那個人的領導能力、財務永續性、管理能力以及執行計畫的組

織的成長率，或者是這個理想是否被其它地區採用等列入考量。簡短來說，就是

很多一般的評鑑技巧，常常缺少了社會創業資助人所認為的成功的主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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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關鍵的差異，就是社會創業能帶來快速、且有成本效益地普及社會效益的

重要性。很多基金會在選定他們想幫助的議題及地區後，把自己視為透過示範性

輔助金 (demonstration grants) 或小規模試驗計畫來測試新點子的角色。這些基金

會針對特定目標以及一個假說，發展了一套變革理論或是邏輯模組；這個假說是

關於哪些計畫或介入行動會對達成那些目標有幫助。那些計畫就會獲得補助金，

而很多評鑑的技巧，都是用來評鑑那些計畫的成果：其進展是否符合目標，是否

能證實基金會的變革理論等。一個成功的計畫，是否真的能傳播到其它地區、它

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以及有無被其他資助人採用，這些一般都被認為是執行上

的問題，它超出評鑑的範圍。 
 
然而在社會創業裡，大規模的實施是主要的目標。成本效益、效率，還有與市場

力量或經濟刺激的結合，都是評估快速成長潛力的關鍵要素。因此，社會創業中

的評估，比較少測試實驗性的計畫或是證實變革理論，大多都是在追蹤一個介入

行動或點子的成長或潛力。 
 
我們的訪問也揭露了社會創業資助人與一般捐贈者處事的不同。社會創業資助人

對補助金申請者，長期使用密集的審查程序。一般的資助人可能也有嚴格的挑選

過程，但在更廣泛的慈善事業領域中，大家做嚴謹審查的程度都大大不同。一旦

選中補助對象，社會創業資助人通常會承諾維持數年的資助，而且會與資助對

象有極密切的工作關係，比其他不同處事風格的資助人還要更牢固。 
 
被資助組織的成本效益及永續性、可能促進擴展的市場力量以及如收益及現金

流等典型的財務指標，都受到密切注意。無形的目標也很重要，例如該創業家的

個人成長、改變期待的理想的力量，以及社會創業家網絡溝通的價值。很多基金

會把上述一些要素納入他們的慈善活動中，但在剛崛起的社會創業領域裡，這些

要素在我們訪問的資助人中，幾乎全部都有出現。而正如下一節所討論的，這每

一個要素都對評鑑的執行有重要的影響。 
 

14 
 



 

3.2 資助前先評估 

 
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一直認為評估就是最重要的一環… 

 

我認為有一個非常、非常嚴密的前端模型 (front-end model)是明智的。我百分百

確信那是一個充分的績效評估模型。 

 
 
基金會通常都會透過評鑑，來了解他們的補助所帶來的結果。無可避免地，成為

被研究目標的介入行動，通常在接受補助時就開始運作，因此評鑑行動一定要同

時或隨著補助資金的支出出現。選擇資助哪個補助申請計畫與其結果的評鑑，被

視為兩個完全分開的過程。通常基金會在測試變革的理論時，它們的觀點是：

「我們來試試新的做法，然後再評鑑看看它有沒有效。」 
 
但對社會創業資助人來說，重要的是有強力組合，包括有對的人、一個足以改變

體制的點子，還有一個可具規模的組織；而這幾個構成要素，通常都可以在補助

案通過之前做事前評鑑。前期資助人較在意被補助人的長期表現紀錄；後期資助

人比較注意點子的複製性或組織的力量。不管用哪個方式，社會創業資助人通常

會相信他已經找到一個有實力的個人或計畫，在補助或投資之前，就有能力帶來

正面的社會影響。在這個領域中，資助人比較傾向這樣說：「就來發現有用的東

西吧！然後拓展它的影響範圍。」 
 
這樣看來，在我們的訪問中一直被提到的「在決定資助前先評估」是有道理的。 
接下來，還是需要評鑑基金會的資助及非財務的協助，是否真的幫助了該組織，

或是理想是否有散播出去，以及如下面所討論的，理想是否經常受到密切的追

蹤。然而介入行動有沒有效，是可以事先決定的，而這導致了我們在社會創業家

的挑選過程中，所發現非常嚴謹的審查評估。 

 
我們有非常嚴格的長期審查以及嚴謹調查程序。我們收到世界上來自七十個

國家的申請案，而我們只資助了其中的百分之二…，〔我們的審查從一個〕

非常長期的商業企劃書競賽開始。申請人在獲獎名單決定前，就先跟我們工

作了六個月，我們主動與那些資深會員 (Fellows) 一起細部審視他們的企

劃書、預算、他們規劃將來要工作的地區等。在他們還沒正式成為我們的夥

伴之前，雙方熱烈的參與就已經開始了。 
 
最需要注意的問題是該如何評量成效？它不但不會使社會創業家偏離軌道

或分心，反而是社會創業家最能發揮影響力的一環。我們的解決辦法是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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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地提前作業，這也就是為什麼挑選的過程是如此緊湊，其中包括五個步

驟，每個步驟都特地獨立出來，並且根據我們那四個標準，進行評估及回應

由這四個標準所衍生的問題。這確實能讓我們好好判斷申請人及其想法，看

他是否真有可以創造改變的可能性。 
 
我們很多的評估都提前作業。挑選的過程很緊湊。第一階段是創業計畫的過

程，這一循環約有八到十個月之久。很多的績效指標都會拿來檢視，從何時

要錄取下一個人、何時要拓展另一個辦公室、何時將有第一千位孩子受到

幫助，到你如何辨別他們真的有受到良好幫助？ 
 
我們試著與這些人密切聯繫達幾個月甚或一年，帶他們進入我們的社群網

絡，看他們是否符合我們的目標與理念、他們在這網絡中扮演什麼角色，

以及這個網絡人群喜不喜歡他們。 
 
每筆預算都要有一個記敘說明，如：這是我想做的、這就是為什麼這會改變

整個結構、這就是將會翻轉結構的策略等。在第一階段，我們只會問整體計

畫的預算，不會一條一條來；到第二階段，就連你要複印的數量都會在意

了。 
 
「施瓦布社會創業基金會 Schwab Found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為我們

提供了很好的範例，這個範例也是我們一直在這個領域很多資助人身上，所找到

的「事前評鑑 up-front evaluation」。在為期六個月的評估項目，包括社會創業家

的領導能力、社會影響的廣泛程度、他們點子的創新性 (innovativeness) 與擴展

性 (scalability)，以及他們組織的永續性等。而除了基金會成員外，候選人還分

別由一名在社會創業主要領域中的專家（例如農村發展、微型金融等)、一名熟

悉該地區的人，以及一名在社會創業領域中的領導人，做三階段的評審。 
 
基金會成員會親自到能達到第三階段的候選人工作的地點實地訪察，而這也是

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們去看看他們進行中的計畫，向當地政府了解這個計畫創造了多少工

作？或有多少人受影響？醫療做得如何？收入有沒有提升？因為每項計劃

性質都不同，所以我們沒有固定或最低標準。 

 
不去現場訪視的話，我們一定會搞砸。若不實際去候選人那裡看看，然後慢

慢來的話，那我們引進不合標準或無法融入我們社群網絡的人的機率，就高

出百分之五十。我們至少一半的預算就那樣浪費掉了。有些社會創業家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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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故事，但到現場一看，卻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如果沒有去看看，那我們可

能就被那種人騙了…我們真的很努力確定我們找到的是最好的。 
 
施瓦布基金會的內部文件，對那些在訪問中不斷被重複提到的標準來說，是好用

的核對清單。經過該基金會同意，他們的提名表、申請表、重新審核表都附在附

錄 A（略）。 
 
至於社會創業的「事前評鑑 up-front evaluation」，與其他資助人在挑選過程的嚴

謹調查，是否有相同作用，這個開放性問題，不是我們有限的研究能夠回答的。

對那些關注有理想並單獨行動的新手社會創業家的資助人來說，事前很難預設

什麼保證，說他們的介入行動真會成功達成目標。當然，要判定基金會的協助是

否有用，預期分析 (prospective analysis) 還是不能取代事後評量 (after-the-fact 
assessment)；不過它確實也反映出強調的重點不同；資助中、後期的社會創業家

的資助人，資助前比較傾向專注在現存專案的既有成果，資助後則較注意對規模

擴展的評量。 
 

Fast Company 雜誌與 Monitor 集團的 

「社會資本家 Social Capitalist」獎 

2004 年一月，Fast Company 雜誌與 Monitor 集團合作出版了第一個關於 25 名

頂尖「社會資本家 social capitalists」的年度調查報告。這個術語是他們為那些

使命驅使 (mission-driven) 的組織所創造的，這些組織都有很多我們歸類為社

會創業家的特性。雖然該報告每年都在改進當中，但他們嚴格又考慮周詳的篩

選過程，很多都與我們訪問過的資助人提出的挑選標準相似。 
 
每位候選人由五個基本範疇中的十八個標準來評分，但真正的分數主要是基於

質化評量，然而每個範疇中，權重以及精確的標準，在過程中維持了一貫性、

客觀性及紀律性。我們發現把這些標準放在一起看，它們很多都是在社會創業

領域中定義「成功」的參數。 
 
1. 社會影響：創造的重大社會價值，不論是絕對的 (absolute) 或是人均的 
(per capita)，以及能刺激制度改進的實證潛力 (demonstrated potential) 
 
。實現社會影響的制度：組織對該議題的嫻熟程度、變革理論，以及組織用以

評量自身影響力的方法的強度 
 
。直接影響：直接影響的證據，包括影響的規模、廣度、深度以及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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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影響：對製造目標問題的基礎制度所帶來的影響，如政府政策、社會

規範或產業慣例 
 
。透過影響該領域所造成的非直接影響：對外接觸其他的組織以及知識與資料

的散佈 
 
2. 抱負與成長：達成長期更大（直接及制度性）影響的渴望與能力 
 
。對造成直接影響的抱負規模：對不間斷的大規模成長有大膽想像的企圖心 
 
。對制度性影響的抱負規模：除了在目標人口上的直接影響外，在該領域設定

制度性影響的遠大目標 
 
。致力於成長：證明成長的紀錄及組織進程，還有支持持續拓展影響的文化 
 
3. 創業精神：不間斷的刺激內部與外部的社會影響資源，並開發因情勢轉變

所造成的突變情勢 
 
。刺激資源的能力：相對其他組織而言，能吸引大量資源的能力，並能有創意

地讓個人及機構有積極主動，實現目標的動機 
 
。有效率的使用資源：能以少做多的能力 
 
。夥伴策略：選擇能拓展組織能力，並帶來更多成長的夥伴 
 
。事先預料並適應改變：現行系統能尋求改變及創造快速的組織回應，來開發

新機會的證據 
 
。創業文化：一個有清晰遠見、熱忱、企圖心、創意、彈性及責任心的堅強管

理團隊 
 
4. 創新：一個組織的「大創意 big idea」及其所提解決方案的商業模式的獨

特性與力量 
 
。「大創意」的力量：對解決社會問題新穎又強力的獨特看法，而且有潛力能

隨時間增加其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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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中的創新：引領創新的營運系統或組織結構 
 
。創新的效益最大化：產生新點子的能力，以專業態度決定要追求哪個想法，

以及讓理想順利實現的能力 
 
5. 永續性：長期維持已達成的社會影響及其相關商業模式的能力，包括達成

組織成長抱負的商業模式的潛力 
 
。資源策略：與整體商業模式及變革理論有密切關係的多元及可再生的收益來

源 
 
。管理與營運實力：具備能發揮實際功效的董事會與管理團隊、延攬專業能力

人士的能力、對經營環境的洞察力及有說服力的成長策略 
 
。應變能力：提前分辨潛在挑戰並有彈性的應變能力 
  
 
 

3.3 根據自訂目標比較進度 

 
社會創業家通常知道衡量自我成就的最佳方式。 

 
 
資助行動開始後，最常見的評鑑形式，就是依照資助人與社會創業家共同開發的

一系列實際又針對計畫的目標追蹤進度。然而隨著情況演變，在雙方都表明同意

改變方向的意願後，就算這個計劃沒有達成原訂目標，也會被視為是成功的。這

需要資助人與社會創業家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這樣資助人才可以主觀的判

斷，究竟改變方向是導致計畫失敗的證據，還是對未預見的情勢所做的成功適

應。為了保持對社會影響規模，而不是影響類型的強調，一個實際上讓很多人受

益的計畫，即使那些效益與原先設定的不一樣，很可能會被視為是成功的計畫。

即使計畫很明顯的遇到難題，資助人的反應也有很大的不同；有些繼續支持社會

創業家，其他可能會提出管理上的改變或理念的調整，而有些還會停止未來的

資助。 
 
A. 設定客製化的目標：在事前評估期間，社會創業家目前如何評估自己的進

展，以及雙方都同意的績效指標 (performance metrics) 未來的發展，都受到密切

的注意。當然很多基金會都與其資助對象一起制訂目標，但在這個領域中，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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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的設定目標細節，非常引人注目。通常，在此初期的階段可不只是設定共同

目標而已，還包括制定完整的商業計畫，這個計畫鎖定了多種層面的績效目

標，包括募款、組織發展、理念的傳播、社會創業家的個人成長以及該組織的

社會影響等。 
 
我們與我們的資助對象非常緊密的合作。在資助任何計畫前，我們會看他們

如何做績效評量；然後我們把他們收集的資料做摘要。在簽署補助金同意書

前，我們可能會跟他們一起討論，然後問：「你們可不可以想辦法，把對我

們來說很重要的項目放進評量？」，但我們仍然希望，績效評量不會讓他們

感到太繁重。 
 
一些受訪者指出，對執行評量績效的意願及執行上的複雜程度，似乎在社會創業

領域中比更廣泛的非營利領域還要更大。事實上，對於績效評量的注重程度被認

為是社會創業家的一個獨特標準。 
 

影響評估對組織以及組織的建立方向對社會創業的重要性，使其有別於非營

利組織，因為非營利領域可能就沒有〔如此明確地〕思考如何利用其他資助

人的策略等等。 

 
社會創業家完全專注在成果上。若為了更有效地達成他們要的成果，需要他

們向某人報告，他們會的。 
 
〔在非營利領域中，〕現今並不常使用〔績效評量〕。說真的，事實是非營

利組織會找相對來說，他們可以簡單算計的東西，通常是可以讓他們表面上

看起來好看的，然後會就此提報，而且一般來說，評量差不多就那樣打發

了。 
 
社會創業家有策略，他們有行動項目，測試過後，就回去把行不通的東西修

改掉。他們對處理募款與預算方面，以及對資助人及董事會回報結果的方

式，都很企業化。 
 

然而，社會創業家投入的領域種類與地區非常廣泛，無可避免地產生了為單一

計畫訂做的多樣化標準。我們訪問的一部分出資者，把自己限制在某個特定領

域，像是教育，但大部分並不會這樣做。因此，他們大部分都無法對特定一組社

會目標的進度方面，做整體的績效評量；他們的資助對象彼此之間，在產生相似

成果的相對效益上，也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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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兩個地方互相比較是很困難的－在不同地區，永續發展的策略會非常

不同，而環境也很不同。 
 
要掌握績效標準是很困難的，因為努力程度的社群針對性很強，〔而且〕也

與大多數社會創業家服務的人口有關。若你在很沒落的社區工作，即使有一

些小進步，也當成是一個里程碑，但這進步程度與傳統的標準一比，看起來

就像沒有進步一樣，那該怎麼辦？ 
  

然而資助人也真的會仔細的追蹤社會創業家的進展，追蹤他們在關係開始時，與

資助人一起設下的計畫及目標。我們發現所有受訪的資助者，都會拿資助對象的

自設目標來評量其進展。 
 

資助人說：「告訴我們，你為了管理那個計畫要評量什麼，而我們會要你為

此負責。」 
 
資深會員如何為計劃訂立指標，我們就為我們的成功訂立一樣的指標。一年

兩次，他們會向我們報告他們曾說自己未來會達成什麼，以及他們真正達

成了什麼。 
 
 [社會創業家]寫下自己的行動目標及里程碑。我們與他們一起努力，使他

們進步，並使雙方都高興，不過評量是來自他們自己，我們扮演的是問責

的角色。 
 
若一個組織能建置一個好的內部回報系統，而那就是我們需要的…，我們

試著幫助他們定義什麼是他們要達成的成果，要硬性成果  (hard 
outcomes ，即量化成果  quantitative outcomes) ，也要軟性成果  (soft 
outcomes，即質性成果 qualitative outcomes)。我們相信做為資助人所要做的

就是這樣，而我們不想引進另一個報告〔要求〕給他們。 
 
為資助人及創業家在幾個月間的各項合作計畫發展績效評量的過程中，常常會

形成一組有創意又實用的評量，而且對監視委員來說，是符合成本效益的，及時

的，還會為社會創業家的工作社區客製化特定的成果。有時候，這需要資助人可

能提供的大量財務投資資源，但通常標準都已經由社會創業家，在財務資源有限

的情形下收集好了。我們訪問過的受訪者，極為敬重社會創業家能發想出雖然不

正式，但卻有意義的社會影響評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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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自己的方法以確定有沒有達到他們要的成果－就是詢問受惠人，他

們通常對他們的成功有直覺，並且非常了解他們的領域。因此，他們可能會

用非正式的評量，來了解目前成不成功。 
 
一個好的組織若得到一些資源的話，就會自己創造出適用的標準，而這些

是別的組織想不到的。例如：鄉村銀行 (Grameen Bank)，當他們要想出消

除貧窮 (poverty elimination)的方法時，他們就開始評量像是： 

「你有沒有陶鍋？」 

「你有沒有錫的屋頂？」 

「你有沒有菜園？」  

「你的小孩們在學嗎？」  

「一年之中，有挨餓的日子嗎？」 
 
他們在與窮人對話中，詢問他們怎樣才覺得人窮，並藉此想出十個問題，這

真是太聰明了。 
 
「閱讀室 Room to Read」組織試著藉由建立學校改善識字率。他們建好學

校後就離開，不訓練老師、不注意孩子有沒有作功課或是測試家長的參與

度，而他們也不是唯一影響識字率的因素，但他們評量的是像：「圖書館的

借書率有增加嗎？我們去檢查的時候，那些書有沒有被弄髒或是不是有人使

用？」或是「經過我們的幫助後，全國的識字率有改善嗎？」 
 
關鍵的指標必須由你的使命決定，以我們來說，就是讓人們遠離貧窮。 
 
這就是說讓人口袋裡有錢，我們的關鍵指標就是我們放了多少錢到人們的

口袋裡，這還蠻容易判定的，我們可以相當準確的評量這項指標。 
 
將每一個社會創業家與其計畫中的獨特目標相比，有兩個缺點，第一個是將它與

更成熟的方法相比，看看新的想法有沒有比較有效時的困難度；第二是資助人無

法聚集他們的整體進度成為任何單一的社會成果，然而他們能統計他們的資助對

象中，分別達成各自目標中實質進度的百分比。 
 

我們成功的指標是：在我們的投資中，百分之 X 達到他們的目標。我們的

目標是我們資助的組織中，百分之九十要達成目標；時至今日，若我們回頭

找投資我們的人，並讓他們了解也許有十二分之二達成他們的目標等級，那

將會是相當的成就；而若我們可以在剩下的十家中，展示出其中的八家有好

進度，那我們就樂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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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緊密的合作關係：在事前評估及設定自訂目標中，所表現的緊密合作關係，

在資助關係中也會全程持續。雖然高度參與這種方法，並不是社會創業的專利，

但在這個領域中卻很普遍。不像很多基金會一年中，在好幾百件輔助金申請案

中，只有任用少數計畫負責人；服務資助對象的社會創業資助人的員工比例都非

常高，有時超過一比一的程度，所以可以在挑選過程後，與他們的資助對象維持

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較少的補助數量但較多的參與，是了解你的組織有沒有做好工作的重要關

鍵。你必須要親身參與，然後了解他們有沒有做的比以前好、有沒有比其他

組織好，受惠人有沒有受益更多。 
 
這也具有評估意義。光光是一年期補助案以及每季的進度報告的量，在大部分基

金會中，相對於員工人數，代表著對已成立的補助案的嚴格檢查，如果沒有透過

外部的顧問協助，是絕對辦不到的。然而在社會創業領域中，多年期的資金補助

以及少量的補助案，允許基金會成員定期監視進度。在我們的訪問中，資助人表

示：他們「只大略知道計畫活動」，就像一個創投投資人對他的投資組合了解的

程度一般，在有如此頻繁的互動下，正式的報告及外部的評估人，常被認為是不

必要的。 
 

我們親自關心這些投資，所以只有特殊問題出現時，計分表才顯得重要。 
 
我們每一季與各個資助對象會面，但非正式的會面部分，可是多的多了。 
 
我們要求最少每三個月回報狀況。若他們怠忽職守，我們就開始緊迫盯人，

通常現在的狀況是有什麼風吹草動了，他們就會立刻讓我們知道，因為他們

很興奮。 
 
我們不用表格來報告，他們不用填表格。 

 
這種高度參與的另一個好處，是資助人能給社會創業家的建議與援助。 
 

無疑的〔社會創業家〕需要為一個高度參與的關係做好準備。要找到有用的

想法好難，而要找到了解如何建立公司的社會創業家也很難。他們面對好多

困難，所以你一定要跳下去跟他們一起努力。也許有一些組織是你可以比較

放手不管的，但我還沒見過那種組織。 
 
C. 改變方向：這種緊密的合作關係，讓資助人能夠跟上，也了解社會創業家在

行動進行中方向的改變。在社會創業領域中，資助人似乎了解改變方向是無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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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甚至將此視為好的適應能力－而高度的參與使得他們能分辨，為了成功的

適應以及失敗的徵兆的不同。 
 

我想績效評估最深切的幾個問題，將會是評價導向的 (judgment-based)。我

發現社會創業家在改變路線並自我修正上，有很了不起的能力。有人花了五

年時間使用同一策略，然後突然在一個開車上班的早晨，他們明白自己被

那個方法拘束住了，於是召集他們的高層人員，並說他們很認真的考慮策略

上的改變。 
 
你必須要教會投資組合經理人，有些時候是必須要改變里程碑的。只因為一

個人沒有達到里程碑，並不代表他是輸家。這較接近藝術而不是科學。 
 
我們的「觀察名單 watch list」上有兩個投資：當管理團隊沒有展現出達成

目標的力量或是不知道為何他們做不到時，我們必須問自己：「他們有那個

能力嗎？」。然後我們分析給他們看，並承諾會與他們一起努力，讓他們往

前進入下個階段。我們看到其中一個投資的管理團隊，對問題的認知有很大

的改變，並且也大大改變解決的方法。 
 
對於改變方向的預期很容易被接受，所以「綠色迴響 Echoing Green」基金會在

年度報告時，固定會詢問它的資深會員： 
 

你的計畫重點或組織使命有改變嗎？若有，它如何改變？為什麼會改變？ 

 

重新檢視你的計畫邏輯模型： 
 
。自從創造出這個模型後，你改變了什麼活動、優先事項或目標？ 
 
。為什麼改變？ 

 
D. 面對失敗的反應：就算變革最後不成功，我們發現了能接受全盤失敗風險

的堅強意志；社會創業的企圖心很大，而阻礙是那麼令人怯步，所以資助人通常

就算是計畫失敗了，也還會對創業家維持承諾並繼續給予津貼。而且有時候社會

創業家被選出為資深會員時，他們仍被視為是網絡永久的一員。因為已經做過事

前評估，這些資助人明知有些投資可能不會有回報，也甘願賭一賭。 
 

有些我們資助的組織，就是沒辦法如他們所想的一樣有起色，而我們也討論

過如「你什麼時候要喊停?」「它什麼時候會變得不值得?」但是我們從不因

為計畫不順利而停止資助。我們會資助三年，但最多如此。我曾遭遇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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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使我可能不會恢復資助，但是我們解決了那個問題，那就像婚姻一

樣。 
 
我們真的很努力的創造一種印象，就是我們是朋友；而且一旦你被選上後，

完全不用擔心我們。我們從不讓你失望、就算你失敗了，也不會忘記你；因

為我們選擇了你，所以你的失敗就是我們的失敗。 
 
其他資助人，特別是用債務及股權方式投資而不是用補助款的資助人，對於挫

折的容忍限度少很多。身為投資人，他們在尋找財務上及社會上的收益，所以失

敗會帶來額外的後果。做投資的人與做資助的人之間觀念的不同，就是在廣泛的

非營利領域中，對「無績效 nonperformance」表現更大的容忍－這種態度令人驚

訝的是，在社會創業中幾乎一樣的普遍。就如有些受訪者指出，這種態度也可以

對增強成效造成阻礙。 
 

 [非營利領域]的文化是說所有的事物都是成功的。但在我們到達一個境

地，當我們〔可以承認一個組織〕在目前的管理下是不可能規模化之前，我

們不會看到規模化的組織。 
 
我們的作為聽起來殘酷…每六個月強迫做排名，並檢視我們所有的投資－從

不會超過二十個。我們從各個項目檢視並為它們排名，沒有平手這事。第一

次我們有一些一心只想保住自己飯碗的人，現在我們是一個團隊。若一位投

資經理人的計畫一直都是墊底的，那這就暗示. . . 
 

我們所犯的其中一個錯誤，是我們太講究把每件事都做成功。我們放太多的能量

在輸家上。所以我們需要把能量放在贏家上，但有很大潛力的輸家也可以。每個

月，投資經理人會比對進度與目標里程. . .，若我們發現不祥之兆（the writing on 
the wall：Mene, Mene, Tekel, Upharsin，出自舊約聖經，但以理書第五章第 25 節)，
就會立刻採取行動，以減少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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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心石 Keystone」組織：標準化績效評量 

 
有關社會效益的通用評量，長久以來一直是社會創業資助人的美夢，但未來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朝那方向邁進的第一步對受資助人也很有用，那一步就是

呈報 (reporting) 的通用架構。這樣的標準化，會大大的增加社會企業的責任性 

(accountability) 與透明度 (transparency)。這個方法將使得在相同領域與地區的

組織，進行有意義的績效比較；但目前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 
 
兩年前(2004)，大衛•邦布萊特 (David Bonbright) 內心懷抱這那樣的目標，建

立了「拱心石 Keystone」組織（原名 ACCESS），開發了一套在全世界的公民

社會、非營利領域以及公益組織裡，整體通用的呈報標準。他曾說： 

 

我想，在社會組織裡，世上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比完成一個更好的績效評

量系統來的重要…若捐贈者覺得這個部門，整體來說，對責任性草率處

理，反抗的阻力就會拖累援助。」 
 
每位資助人現在以呈報規定 (reporting requirements) 作為資助的應變根

據，而結果是非常沒有效率的多重呈報規定。公民社會組織對每位捐助者

呈報的方式都不同，以致造成混淆、重複甚至是濫用；我們想要換一個

別的系統，在這系統所有的資助人都用同一組呈報原則。 
 
拱心石的做法是提供方法、工具及系統給類似的組織，讓他們得以建立

自己的呈報標準。舉例來說，我們在南非與一群愛滋計畫及其資助人合

作，他們會全體一起經歷整個過程，然後想出一個呈報模式，這個模式是

他們相信全南非的愛滋組織都會想使用的。再舉另一個例子，就說我們在

孟買幫助無家可歸的人好了，我們集合所有的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當局，製

造出定時標準化呈報系統的體制資料，然後我們收集來自政府及學術調

查等等的總體經濟數據，定期把資料組合並做出趨勢線，這就是計畫累

計的影響，而這是問題所在，但願你能看到兩條線慢慢相交。若你做到

了，人們對於「贈予 giving」會做出不一樣的決定，他們會說：「嘿！我

們真的在世界上解決這件問題。」，若我們深入研究，就可以知道哪個組

織做的改變最大，而且也刺激其他人採用那些策略。 
 
更多資訊查詢請到 www.accountability.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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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追蹤組織的發展與成長階段 

 
目前許多評鑑方法的缺點是，他們使用的是專案評鑑  (programmatic 
evaluations)，而非組織健全評量 (organizational measures of health)。 
 
 
雖然社會成果可能大不相同，但組織發展的階段以及影響規模的簡單評量－像

是受正面影響的人數－可以適用於整個投資組合。然而評量的方式，會隨著社會

創業家的組織的週期階段不同，也會被資助人對於創業家的強調程度、組織的

永續性或是理念的複製所影響。 
 
A. 週期階段：我們的受訪者都傾向專長於社會創業家創業週期的不同階段，而

他們的評量在不同的階段，也強調不同的要素。 
 

組織在不同週期階段會有很大的不同…那些想要在草創階段、初期成長、

中期發展，一路到底都參與的資助人太天真了；創投公司較傾向專長於某單

一階段－生命週期的其中某一階段。 
 
將注意力集中在最早階段的資助人，並不指望社會創業家有成本效益或是帶來

發展健全的理想，因此他們會不太願意在這麼早期，放太大的權重在成果效率的

評量或是影響程度上。 
 

品質評量的類型，依組織的生命階段以及發展程度而定。 
 
我們會被任何嘗試要標準化評量的系統冠上負面的偏見，因為若你把一個

在初期階段努力建立體制變革基本架構的社會創業家，與只是在設計小零

件的人相比，社會創業家會讓人感覺非常沒有效率而且花錢。 
 
我們會基於組織的年齡來評量他們服務過的人數－我們會預期較年輕的組

織服務的人數會較少。 
 
若〔該組織〕有十年歷史，那他們應該要達成某種程度的效率。 
 

對組織的期待會隨著時間改變，對社會創業家這個角色的態度亦然。在此我們的

訪問顯示了有兩種不同的資助人，一種是把社會創業家視為他們的主要援助目

標，另一種是開始把他們的重心轉移到組織的成長或是生命週期後期的理念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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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情形。著重在創業家的那些資助人，就算創業家離開了組織也會持續支持她，

而他們通常會把個人成長也納入評量要素裡。 
 

我們已經在社會創業家身上放了重本；他們就是變革的驅動者。個人是能夠

建立組織的關鍵；我們並不把眼光放在組織上，我們資助的是創業家。 
 
〔一開始我們想：〕「若社會創業家已經不在其組織工作了，那就應該剔除

他們」。但我們想這沒有道理，因為他們通常是連續性社會創業家，並且有

時候會在組織間移動。我們需要集中在個人上。我們不是一個組織的社群。

我們是社會創業家的社群。 
 
綠色迴響 (Echoing Green) 的半年度報告提到: 
 

準備一個專業的發展計畫，以確保你成為有效率的非營利領導人也是很重要

的事。請至少敘述一個你為個人成長所設的目標，以及至少一個為專業成長

所設的目標。 
 
另一個情況是，資助人談到一個明顯的重心轉移，從支持創業家個人，變成支持

組織後期建立規模、重視效率及永續性；例如創投投資人，他們尋找一支強力

的團隊，而不是個人的社會創業家。這些資助人提到找出「優秀的二號人物」當

作營運總長的重要性。 
 

投資人才容易依靠有商業頭腦及社會手腕的創立人，我想這個觀念是正向

的，但我又想這個觀念式微了，你需要的是專注在組織及領域上。 
 
最大的問題是：「你有沒有從社會創業家身上看到，那種從家庭導向的新創

事業變成真正的機構而該有的開放態度? 」，其他的全都是好的小指標〔但

是較不重要〕。 
 
我們不是在評量社會創業家，而是社會創業組織。對我們來說，這是關於發

展使組織文化永續經營的系統一事。 

 
我們不只必須找出好的社會創業家，也必須找出好的「二號人物 number 
twos」，可以在組織中幫助建立發展。我想需要有相關書籍或研究領域是關

於如何成為好的營運長 (Chief Operating Officer)，他們是不被歌頌的英

雄，但他們是整幅拼圖中關鍵的一塊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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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認為有需要從評量個人成就轉為評量組織成功的那一群資助人，很憂心如

何在社會創業家將領導權轉移給繼任者後，對個人與組織所造成的後果，找出處

理的最佳辦法。 
 

隨著組織成長，我們並沒有給那些已經不適任管理組織的社會創業家一個

優雅下台的機制。我們必須要找出讓他們感到光榮又能讓他們好好離開的方

法，就像商業中的金色降落傘 (golden parachute，優渥的離職補償)，但我

們沒有任何可以處理的機制，而且若我們不正視這問題，組織就不會真的

規模化。 
 
B. 組織發展的評量：在特別注重組織發展的資助人中，我們發現有一個強烈的

趨勢，就是強調透過受惠人所接收的最終影響，來評量組織的能力及成長。這與

最近慈善領域強調能力建構 (capacity building) 的運動雷同。 
 

我想你必須先想清楚社會效益的第一要務，第二要務等等。舉例來說，也許

你想要藉健康技術轉移，用蚊帳斷絕瘧疾的話： 
 
。第一要務就是要進口機器、準備工作做好，然後先做出三百個成品。 
 
。第二要務則是行銷以及將蚊帳發放給窮人的系統，製造 N 個工作機會，

開始改變蚊帳工業的運作。 

 
。第三要務－我們到目前連碰都沒碰過的－又怎樣？你有做過任何影響瘧

疾傳染媒介的事嗎？對我們來說，若你能把第一跟第二步做好，我們就已

經將這個領域往前推動一大步了。除非有人願意支付這些費用，不然我們

不會追縱後續效益。我們為了永續經營，可不能為那種學術研究花錢。 
 
通常，對成功的主要評量，僅僅就是成長率，不論是在資金募集、員工人數或是

受正面影響人口等方面，而沒有鑽研那些人們所受的影響本質；舉例來說，「阿

修卡（又譯：阿育王）Ashoka」組織，定期的對其資深會員 (Fellows) 進行調查，

要求他們比較現在與自身組織五到十年前的情況，對預算、員工數量以及辦事處

的數量等進行比較，問卷中也包含了以下問題： 
 

在你當選「Ashoka 資深會員」之時，大約有多少的個人、村莊、生態系統

等等，受到你努力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其中還有多少影響是現在還持續存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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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社會影響的類型幾乎完全不同，但通常整個投資組合的成長評量會被合併

計算： 
 

我們包含收入及影響的投資成長率有 41%。受影響人口數是我們目前唯一用

來評量影響的指標；之後，我們評量各個組織的品質部分。 
 
「敏銳 Acumen」基金會在對投資者的報告中寫到： 

 
我們的努力已經影響了超過 50 萬人，包括改善生活的醫療科技的派發、現

在擁有自己房子的人、藉由微型貸款做起小生意的婦女、靠新的灌溉技術

增加收入的小農，以及經由我們投資計畫所創造出的工作機會…自從我們

的投資開始，已經製造並送到低收入家庭手裡 250,000 頂耐用的防瘧蚊蚊

帳，9,000 個氟化物過濾器，還有 3,885 套滴灌系統。  
 
我們訪問的其他資助人對組織發展採取不同的評量方式，他們跳脫重視受正面

影響的人數及花費多少錢的作法，改為專注在隨著組織成長後，必須要達到的不

同成熟階段，雖然追求的社會成果不同，但這幾個成熟階段是相似的。 
 

我們對於發展中組織的能力尤其感興趣，並觀察那會導致什麼影響－我們

想知道，建立組織能力後，他們確實有增加影響力。我們把影響視為副產品，

而不是絕對度量 (absolute measure)。 
 
在他們的議題領域與計畫裡，績效評量有所不同。但在組織能力裡，我們所

有的受資助人都很相似： 

。董事發展  

。資金籌募 

。員工發展 

。公共關係 
 

能力評量就標準而言是很類似，但是就目標而言卻不相似：全球的衛生組

織與給女孩的領導訓練計畫兩者相比，在員工需求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 
 
綠色迴響基金會要求它的資深會員，在為期三年的補助期間，每六個月要提報簡

潔但是完整的進度報告。報告要求回答各種社會創業家進度的細節問題，包括一

系列關於組織發展的問題。舉例來說，半年度報告問了： 
 

。你的基礎建設如何演變，以支援組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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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有支持你將來成長計畫的資源到位？ 
 
。若你目前還沒有能力支持自己計畫中的成長，請形容你如何找出並培養

未來將成為你組織成功的重要人員的規劃，這些人包括董事會、顧問（專

業的顧問小組、非正式的專業資源或是專業導師）、員工及志工。 
 
。你是否已經取得為了提供服務所需的實體資源 (physical resources)（例

如：辦公空間、電腦、會議室等）？這些資源是否足以支撐到年底或是你

會找尋擴大規模的能力嗎？ 
 

經過綠色迴響組織的同意，半年度及年終的報告都收錄在附錄 B（略）。 
 
另一個定期評量組織績效的工具，就是平衡評分表 (Balanced Scorecard)；「新盈

利 New Profit Inc. (NPI)」修訂了這項工具，以供社會企業使用，並且用它來監測

旗下社會創業家的進度。平衡評分表有明顯的優勢，那就是能把多種績效評量放

入單一架構，並能每季追蹤。這對讓管理人隨時注意必要的不同面向，以確保組

織能確實地與其策略緊密結合方面尤其有幫助。因此，它結合了大量不同的評量

方式，這也是在這份報告中一直討論到的。 
 
NPI 所使用的平衡評分表包含五大類別：社會影響、客戶及主要利害關係人的

滿意度、內部營運流程、學習與成長以及財務收益。雖然它整合了這些類別的報

告，但平衡評分表並不會詳細說明各種類別中應該收集的資料，也不會加強分析

深度。舉例來看，在社會影響中，組織一般來說，會選擇在第二章提到的自己決

定的進度評量，並以此用來回報自己所完成的影響。資助人因此可以記述那些達

成他們平衡評分表目標的受資助人百分比，但並不見得比較能夠彙總社會影響

或收益；一段 NPI 平衡評分表用法的簡短描述收入在附錄 C（略）。 
 
C. 理念的複製：其他資助人著重透過宣揚理念以及組織的發展來提升影響。一

個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式，可能本身是具有永續性的，就算一開始引進方法的組織

自己不持續經營，該理念也可能散佈出去；舉例來說，Ashoka 組織在資深會員

被選入組織後，每隔幾年會對他們進行問卷調查。 
 

每年我們會對進入第五及第十年的資深會員進行問卷調查；這是自願性的，

不過約有 70%會參與。這並不是要評量社會創業家，而是問問他們「你的理

念已經有被他人複製 (independent repetition) 了嗎？」「它有造成你政策上

的改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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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混合使用量化評量及質性評量－並且發展出對加入五或十年的資深會

員的個案調查，就如同問卷調查一般；每年的個案調查數量不同，但是每年

不會超過十到十五個。 
 
除了一連串關於組織成長的問題及 Ashoka 支持的價值外，該問卷調查包含了第

三個部分，特別著重在理念的傳播，提問： 
 

請提供你的理念／計畫由其他獨立組織（非你所經營）、企業或是政府，所

複製使用的據點數量。 
 
其他問題詢問對於政策及立法的影響，以及接受過的媒體報導或獎項。然而

Ashoka 一般來說，不會各別驗證那些它的資深會員自我報告裡，提到的影響及

收到的表彰。 
 
經過 Ashoka 同意，一份 Ashoka 針對其資深會員的十年期問卷調查的副本收錄

在附錄 D（略）。 
 

3.5 估計經濟效益 (Economic Benefits) 及財務槓桿 (Financial 

Leverage)  
 

我們無法以金錢以外的形式追蹤社區影響程度。 
 
 
一個較複雜卻得以追蹤具有不同社會目標的組織的社會效益，就是觀察各種不同

的經濟績效 (economic performance) 評量方法。社會創業資助人因為他們的商業

性傾向，所以很強烈地想要把每一筆投資的慈善捐款所能造成的社會影響最大

化。正如先前提到的，他們選擇計畫的原則，較多原因是基於預期造成的影響，

而不是對某些善因有所偏好。這樣對經濟槓桿 (economic leverage) 的強調，可

能會演進到社會創業領域評估的獨特特性裡。 
 
我們的訪問揭露了三個評量社會創業計劃經濟績效的方法：分別是「傳統財務績

效標準」、「由社會創業家活動所產生的金錢價值估算」，以及「從其他資源募

款的手段」。 
 
A. 傳統財務績效標準：財務績效的傳統評量，被視為是組織永續性及管理團隊

實力的好指標。在販賣產品或服務的社會創業方面，它也可以做為需求的指標，

並且也許能反映受惠人對這些社會效益的重視程度。 

32 
 



 

 
一個基本、穩健的財務會計系統是這個領域實務者所從事的核心，那是需要

被評量的前半部分。有時候這與社會目標有直接相關。若我們為盲人製造一

樣產品並且平實標價，讓每個人都買得起，並且我們還可以收支平衡，這表

示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的顧客是所有我們要做的事情的原動力。我們滿足了

一個需求，因為如果我們做的很爛，那他們就不會來找我們。 
 
傳統財務標準也揭露了該事業運作的經濟模式，同時支持以更大規模的拓展及提

供服務或產品所需資本的預測。而當市場力量與財務標準密切結合－也就是說若

該社會效益能增加受惠人的收入，並且也可以讓該社會創業家的組織獲利－資助

人看到的是眼前高槓桿效應以及快速拓展的機會。相反地，若該計畫大量依靠慈

善補助金，而且造成的效益也很模糊，這樣的話有些資助人就會不願投資。 
 
所有我們訪問過的資助人都著眼於經濟模式的優點，但對營利投資或使用債務及

股權投資，而不是傳統資助或津貼的資助人來說，是尤其重要。顯而易見地，若

慈善款項能創造社會效益，並且仍能透過真正的投資獲利「回收」，那它就是個

比起單行道般的長期捐獻，還要更強力、更有永續性的經濟模式。特別是在與這

些資助人的訪問中顯示，他們強調追蹤財務績效的傳統評量，以做為對所投資公

司的評估方式。 

 
我們是債務投資人，所以我們投注了很大量的資金在永續企業上；對我來

說，有一部分是基於能夠透過營運產生盈餘。 
 
若我們證明能達成成果，並且有系統性地產生變革，而且我們投資在社會創

業家身上的錢 90%能回收，並重新投資在新專案上，那麼我們就主張這可能

是你支配慈善款項較好的方法之一。 
 
B. 估算社會效益創造的貨幣價值 (monetary value) 有些社會創業家邁出更重

大的一步，試著估算他們創造出來的社會效益之貨幣價值。這個估算就可以與所

需的慈善資源做比較，並讓他們的資助人了解自己的投資於理論上的「社會報

酬」。很明顯，有些種類的社會企業，例如致力於減少貧窮、住宅、公平交易認

證，以及其他主要的經濟效益的社會企業，會比專注在像是保存生物多樣性或推

廣公民參與這樣議題的組織，還要來的容易貨幣化他們的社會影響。當一個組織

能夠輕易給予它賦予的社會效益作評價，這個計算是一個能夠評估這個社會影響

的成本效益的方法，並且能與其它的投資相比較。一般來說，犯罪、貧窮、藥物

濫用以及醫療保健所帶來的大量社會成本，代表了社會企業將會時常表現出正面

的經濟價值。(見 REDF：計算投資的社會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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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ApproTEC 組織，設計並販售手動的灌溉幫浦，給在肯亞及坦尚尼亞

的基層農民。藉由小心追蹤他們的裝備以及親自拜訪農場，ApproTEC 由那些幫

浦的實際運用而得以收入大量增加。經過計算，ApproTEC 估計，其商業活動產

生了每年三千七百萬美元的新獲利及工資，肯亞的年度國內生產毛額(GDP) 因此

增加了 0.5%，坦尚尼亞也有 0.25%。年度預算有一百八十萬的 ApproTEC 組織，

計算出他們收到的每一美元捐獻，能產生二十美元的經濟效益。這些農夫們收入

的增加，可能帶來很多其他的社會效益，包括：疾病的減少、更好的房屋、教育

資源的增加、公民參與的進步，以及非洲中產階級的成長等。這些成果部分有持

續追蹤發展，但只有經濟效益有計算。 
 
這個評量方法的好處是，資助人可以很容易地合計他們所有投資的收益，提供整

體表現的某種評量。然而這種社會報酬，非常不同於債務及股權投資人可能獲得

的真正財務報酬－不論它創造出了多少社會價值，沒有任何機制能收復及回收那

些社會價值，並變成未來的現金捐獻的來源。 
 
此外，因為了解這種方法在評價非貨幣效益 (non-monetary benefits) 的嚴重限制

－有時可以說是整個計畫的重點－我們訪問的資助人中，沒有一個是把這個方法

當作唯一選擇要資助哪個計畫，或報告他們援助計畫及投資整體表現的唯一評等

標準。 

 

 

REDF: 計算投資的社會報酬 

杰德•愛默森 (Jed Emerson) 在羅伯特企業發展基金會 (Robert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und，REDF) 及惠普基金會 (William &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領導了大量的研究，定義「投資的社會報酬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簡稱

SROI。他提出，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間是有連貫性 (continuum) 的。經濟效益

很容易測量，但純粹的社會效益可沒那麼簡單。然而存在它們之間的是社會經

濟效益 (socioeconomic benefit) 的領域，這是一種「融和價值 blended value」
的形式，有些構成要素可以測量，有些則不行。 
 
例如，一個就業輔助計畫產生的經濟效益，可以簡單的透過加總政府結存的就

業津貼，以及每位成功取得長期就業機會的扶助對象所繳的所得稅來統計。只

要經濟效益比那些投注在訓練失業人口，並輔導就業的組織的慈善資源還要大

的話，那麼投資的社會報酬就是正面的，而且也可能確實很可觀；其他可能形

成的社會效益，例如更大的自信或幸福感、孩童們有更穩定的家，諸如此類，

並不能用類似的方法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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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艾默森建議，所有的投資都應該要有正面的投資社會報酬，但因為社會效

益被排除在外，所以他又建議計畫不能只用社會報酬來比較或排名。正如杰德

的共同作者美琳達•團 (Melinda Tuan) 所言： 

 
羅伯特企業發展基金會的投資社會報酬評量，它的目的從來就不是讓你拿

SROI 報告與其他的報告相比；我們只是想看看它們是否都是正面的。審視

投資組合，全部都有正面社會報酬的機會有多大？但每個社會目的企業最

後都有正面社會報酬，他們全都值得投資。根據 SROI，我們得以控制風險

〔並〕獲得正面報酬，所以我們持續投資，也鼓勵他人投資。 
 
最後，REDF 的經驗是，用嚴謹的紀錄方式，精準地計算 SROI 是非常複雜與

昂貴的作業。他們為受資助人發展的系統，有重要的附帶益處，那就是提供能

促進每日營運的詳細管理資訊，但追蹤過去的受惠人帶來大量的額外成本。考

量成本與複雜度的關係，我們並沒有在其他資助人中找到使用這個工具的人。 
 

我們的資助對象會做這評量，是因為我們是夥伴並且給他們經費；但當營

運變得棘手，這就不是利用大家時間最好的方式，特別是 SROI：它很耗時，

甚至最後也不會在報告他們的計畫推行度或企業營運上有特別的幫助。要

向資助人解釋，並讓他們了解報告也很難，而最後，對幫助他們的企業籌

募資金的組織，也沒甚麼幫助。 
 
關於投資社會報酬評量 (SROI) 的更多資訊請至 www.redf.org 

 
 
 
C. 利用其它資源籌募資金 第三個估算多樣的社會創業家投資組合的經濟績效

的方法，就是看看該創業家能否從其他的資源取得額外的基金。透過相對補助金 

(matching grants) 或非正式的合作來運用基金，在慈善事業裡是稀鬆平常的事，

這還被稱讚為成功的方法。然而除了相對補助金以外，計算實際的運用情形，通

常並不是正式計畫評量的一般要素。 
 
槓桿效應並不會顯示該經濟模式的優點，也不會顯示出所達成的社會影響；但是

它確實令人聯想到，該組織成功地向其他資助人展示它的價值，並且拓展它活動

的規模。最重要的是，讓人覺得該組織，就算在資助人的財務支援結束之後，也

能繼續它的運作與永續經營。 
 

我們自從創立開始到現在，已經投資了兩千萬美元，我們做了一個不嚴密但

符合方法邏輯的研究，目的是要看看我們的創業家，後續從別的資源獲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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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資金。我們粗略計算出創業家在別的資源中，取得了額外的九億四千萬

美元資金，這給了我們一個 44 比 1 的投資社會報酬 2。 
 

我們帶來了什麼價值？這代表了我們所造成影響的金額。我們已經可以追蹤

到有兩千五百萬的新資金流向我們的投資；若我們的資助對象中，有人得到

大額的補助金，那我們可能就是幕後的功臣。 
 
在有些情況下，資助人可以實際的追蹤到，那些因為他們的直接參與而得到的補

助金。其他情況下，他們只能估計所收到的募資收益，是因為受到例如獲選

Ashoka 資深會員，或受邀到達沃斯 (Davos) 的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參加演講討論的光環。大部分的資助人並不會嘗試確定，哪些資金是他

們的援助帶來的直接成果，也不會主張他們達成的槓桿效應，能轉化成任何特定

程度的社會效益。然而，他們確實認為自己在發掘並支援一些還在初期階段的組

織方面，有一定的功勞；而那些組織後來都已經成功地達成重大募資，並且擴大

規模營運。 
 
簡短來說，這些經濟績效的評量法沒有一個是十全十美的。從很多方面來看，它

們只是那些社會創業家組織的成長與發展的計量指標。它們揭示社會創業家做法

的優點及潛力，確認她有發展一個永續組織的能力，並且確認資助人有正確挑選

「贏家」的能耐。它們提供資助人一個好方法，能思考他們做出的選擇，但它們

並沒有證明，哪個特定方式最有效或是最符合一筆捐款的普世價值 (universal 
value)。慈善績效評量能濃縮成一個單一數字，並能在不同目標間相互比較的這

個希望，對社會創業領域來說仍然是個很大的誘惑，但我們所有的受訪者都不相

信，這些經濟績效評量能達成那個目標。 
 

3.6 分享學習 

 
當你將社會創業家聚集在一起時，他們會開始從彼此的工作中學習，並將之轉變

為非常高效能的方法… 
 
 
社會創業資助人逐漸開始重視，在他們旗下的創業家與他們自己之間那些來自於

支援、學習與合作所帶來的價值。我們發現一個一致的現象，就是強調：透過社

群網絡的發展學習、受資助人對於資助人提供非貨幣援助之品質的回應，以及透

過故事與趣聞軼事的方式分享經驗。與其用書面報告或學術研究當作獲取知識的

手段，社會創業家還是比較喜歡直接的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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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人際網絡：所有我們訪問過的資助人，都認為在社會創業家們間建立與

維持社群網絡是他們使命的核心，所以這也是他們需要追蹤與評量的事項。 
 

〔我們想〕組成一個社群，並把世界頂尖的社會創業家們聚集在一起，因為

社會創業家們是孤單的，他們彼此認同，然後開創了一個團結組織… 

 
我們的核心目標是找出社會創業家，並支援他們，但我們的第二目標是建立

一個效能大於結合各成員的社企社群 (more than sum of its parts...，意：

1+1>2) 
 
他們都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不論他們身在何處，我們一年讓他們正式

的相聚一次。此外我們會在一些話題上做即席會議。若我發覺有三到四個人

在個別募資方面遇到瓶頸，而我知道有人很在行，那我會把他們都聚集起來， 
他們很容易就建立起人際關係，並自在的相互交談。他們在不同的領域發

展，所以彼此不是競爭者。他們會有像這樣的對話：「我知道這個資助人，

正在找教育領域中需要資助的社會創業家，你何不去申請看看？」 
 
雖然所有的受訪者都了解人際網絡的益處，但有一些社會創業家發現這種聚會非

常花時間。當人際網絡能帶來實際益處時，例如在達沃斯 (Davos)，與世界最大

企業的總裁們會面時的募資潛力，像這樣的益處就比旨在社會創業家們互相學

習、援助的集會還要來的有益許多。由於此領域現今的規模仍小，由不同組織資

助的社會創業家有很多重疊，很多 Ashoka 資深會員、也是 Schwab 資深會員、

Echoing Green 資深會員、AVINA 領導人或是 Skoll 得獎人；雖然他們可能是在

不同階段受個別基金會資助，他們經常被期望要在各個網絡中保持活躍。在這個

小世界中，為了要培養自己社群裡的受資助人，或是與他們建立合夥關係，各個

資助人善意的努力是可以在不經意間累積的。一位社會創業家這樣講道： 
 

我們有六個主要資助人，每一個要求至少一個星期的會談，突然間你們佔去

我七個星期的時間。沒錯，人際網絡是很重要，但我們真的需要把時間花在

以下兩件事上面：管理與募資。若網絡社交能轉變成金錢的話，那很棒。與

其他社會創業家交談，非常有價值，我可以叫出六個曾經對我非常有幫助的

社會創業家的名字，但一年中我究竟真正需要做幾次這樣的會談？ 
 
另一個資助者常犯的錯誤，是自認讓自己與別人成為夥伴是有用的事，但實

際上並不完全是，尤其是在資助者要求下達成時。有多少夥伴公司是因外部

強迫而成功的？確實是有，但只有真的符合策略與使命緊急 (mission critical) 
時刻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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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建立社群對大部分資助人來說，是有重要附加價值的活動，他們大都會追蹤

一些他們培養參與及合作的簡單指標。這又是另一個一般基金會不會列入評量的

要素了。 
 

我們以有多少〔我們資助的社會創業家〕一起努力這一點來評量。我們看到

它漸漸壯大起來，我們有創業家們的回饋－他們所說的真是太棒了，真的很

感人－我敢講我們所做過最大的貢獻中，建立這個社群一定是其中之一。他

們相互合作的方式，對〔他們所有人〕及對他們服務的對象來說，都有極大

益處。 

 
B. 受資助人對非貨幣性支援 (non-monetary support) 的回應：除了建立人際

網絡之外，大部份我們訪問過的資助人，都誠心的希望提供有意義的非貨幣性援

助給他們所資助的社會創業家。因此，他們一部分的評量活動，就包括了追蹤評

量他們自己的效率。 
 

你必需評量自己提供的技術支援的價值… 
 
我們利用第三方對我們的社會創業家進行調查，看看我們的表現如何，例如

像是我們與該組織的指導會議 (coaching meetings) 之類的問題。 
 
Ashoka 並不常評量單一資深會員的表現，而是它對這些資深會員的表現。

舉例來說，成為資深會員對該會員有哪種程度的幫助等；這些東西對於決定

Ashoka 的價值而言，都很重要。 
 
我們評量自己做得如何，最主要的是為了自己，以當作讓我們改變或改進自

己行事的回饋機制。這是我們之所以這樣做的第一個原因，我們為了自己的

計畫而做，把它匯集成一個學術領域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 
 
為了每位我們的社會創業家，我們問問自己：「倘若我們不存在，他們今日

會在是何種景象？」，「我們的存在為他們做了什麼，使他們有重大的變

化？」。我們懇求他們對此問題的回饋，而大部分都回答的很好，對我們而

言，這是我們成功的指標。 
 
C. 說故事：我們所有的受訪者無一例外的，不是補充他們更精細的評量細節，

就是大量透過故事或趣聞軼事的方式，以形容自己的特別成就。引人入勝的故事

是慈善事業中慣用的技巧，而這些故事的可靠性，通常不足以成為形塑社會影響

明確結論的基礎；然而它們能啟發新的捐贈者、為共同的問題提供實際的解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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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抓住成功的無形要素－每一樣都非常吻合社會創業的文化。事實上有些

受訪者還深信，其他的方式並不能完全的紀錄社會創業家的成就。 

 
在社會創業領域中，要評量是很困難的，而把握那些故事是很重要的，因為

它很複雜。 

 
不像傳統受補助金資助的計畫，可以間斷地進行，並且可以作回顧性評量；社會

創業家總是處在他們過去實際的成就以及描繪他們未來的雄心遠見的中間。他們

的成功，一部份總是依靠一些微妙之處，例如理想背後的衝勁、大眾態度中變革

的徵兆，以及主流機構及政府，以令人苦惱的速度接受他們的理想與計畫。受訪

者們發現他們很難想像，更正式的評量技巧能夠捕捉到對影響散播這麼重要的微

小差異。通常，我們發現那些「故事」，並不是在重溫那些感人的時刻，而是對

非常實際成就的開放式報告，例如受到聯合國或當地政府的肯定，這種不能用其

他方式量化或追蹤的成就。 

 
會在影響評估上表現非常差的人之一，就是在匈牙利為失能人士服務的女

士。若你量化影響人們生活的金錢成本，那麼她只影響了 600 人。這個人數

比一些單一的公立（收容）機構的人數還要少，所以她不會有很高的影響力。

但她想要改變一般人對於一位失能人士在她的世界裡能做什麼的想法。改變

人們對失能人士的預期心理，本身就是很大的影響。她的組織改變了在匈牙

利國會的立法，你要怎麼量化它？ 

 
這個團體聚集了一個聯盟，促使了 1990 年美國身心障礙法案 (American 
Disabilities Act) 通過立法；以前從沒人聽說過這個團體，但他們把辯論的重

點從失能轉移到人權上…我不認為你可以把它們放到表格上，讓它們看起來

有很傑出的成就；我想這代表的只是一個懂得運用策略的小團體的堅韌。 
 
也許我最驕傲的成就，就是由於我們的努力，孟加拉政府正在立一個新法，

要求雇有十個以上，介於生育年齡女人的工作場所，需設有托育中心。 
 
改善生活是攸關「品質」的事，我們必須從品質上捕捉故事中的精隨，看社

會創業家是如何做出那些平價的東西，並將之銷售出去。ApproTEC 是如何

在留意自己的影響上做得那麼好的？他們讓零售店的老闆幫助不識字的農

民填寫一年的保固單，這樣他們就知道每個產品在何處。〔學到這些經驗與

量化他們的經濟效益不同。〕把握住這些方法，並將之轉移到其他組織是很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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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我們最大的問題是，讓人們離開評量這個話題，而重視管理這個主題。它們之間

的差別，並不細微… 

 
 
 
社會創業領域為基金會及私人慈善組織的角色，帶來一個新穎與特別的遠景，而

這個從根本上就不同的觀點，影響了評量的目的與實施。社會創業資助人引進企

業化的心態，若可以從垂手可得的資料與個人經驗推論到的話，他們會很滿意介

入行動的效率。他們強調的就是把理念付諸行動，並且盡可能越快、範圍越廣越

好，同時為他們提供的資金，取得最大的槓桿效應。他們認為資訊與評量只有能

及時並有效的分辨出好機會、增加影響的規模或是協助他們的受資助人時，才是

非常有價值的。若評量的結果沒有被採用，那一開始根本就連收集都不需要。 
 

若你確實執行了一個評量系統但卻沒有採取任何改進行動，人們就會覺得這

一點都不值得。但若你在那個方向做越多努力，那麼就越有可能會值得。 
 
其中一個受訪者形容了在社會創業中，理想的績效評量系統: 

1. 它處理相關資訊－這真的是能啟發你評量與管理組織的資訊嗎？ 

 
2. 組織理解如何使用它嗎？收集資訊是一回事，有效的處理資訊又是另一

回事了。 

 

3. 該系統必須持續扭轉自己－我們需要使它能完全適應新環境，你能收集

越多好資訊，你就越能從資訊中擠出東西… 
 
4. 該系統必須能讓你深入挖掘－看見趨勢，然後粉碎它，之後探究原因；

趨勢是由什麼組成的？ 
 
5. 它必須有及時性才能有實質作用－做決定時，必須有正確的資訊在手上。 
 

可以確定的是，社會創業中有值得學習的地方。若各個基金會能夠為散佈並執行

他們成功引領的理念多負一點責任的話，它們可能會大幅的增加自己的社會影響

力。畢竟長久以來建立的一個觀念，也就是基金會提出新的方法，好讓政府大規

模執行，這樣的觀念已經過時幾十年了。有時其他資助人會複製或是又提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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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計畫；但好想法經常都可能無人過問，永遠碰觸不到他們原本可以幫助的那

些人。 

 
很多昂貴的評量背後的學術嚴謹層級是很令人欽佩的，但太耗時是它的致命傷。

這證明了一個介入行動，即使此時此地有用，不代表它多年後，在不同的情形下，

還能夠發揮相同功效。相信一個計畫有能提供立即幫助的第一手知識，也許足夠

證明它值得資助，而更快速的資助，可能更快地幫助更多生命。得知五十萬人有

了更好的生活－不論是何種形式、程度－對有實效的慈善事業  (effective 
philanthropy) 來說，最後可能也比驗證那些從來沒有被大規模複製的變革理論假

說，還要來的重要。 
 
在挑選及支援社會創業家時的嚴謹、合作及高度參與的程度，似乎也有優點，而

員工與受資助人的比率，也比大部分基金會高。在營利投資中，為了社會變革而

使用債務與股權投資做為手段，除了提供補助給非營利組織的年收入外，開啟了

使用基金會捐贈基金 (endowments) 的可能性。最後，有一個重要的認知是，一

個組織的經濟與管理對於它長期的計劃性影響非常重要的制約因素。此領域的一

些基金會，已經開始與他們的受資助人作進一步的參與，更加注意能力的建立，

及更多不受限制的營運支援。  
 
然而社會創業領域的資助人，也能從其它評量方法受益良多。幾乎大家都依賴的

無外部核實的受資助人自行報告，雖然快速又便宜，但大大的減少了結論的可信

度。在不相干的領域與多樣的地區中工作的趨勢，嚴重的限制了專業的深度，而

這個深度在對受資助人的挑選與支援上，原本可以派上用場。沒有清楚與專注的

計畫目標，大部分的社會創業資助人無法組合出一個協調的計畫，來處理一個複

雜社會問題的多個層面，亦或是追蹤完成任何更大的目標的整體進度。但他們投

資組合裡的補助，不論各自有多具影響力，通常彼此都沒有相關，所以無法創造

出１＋１＞２的綜效。 
 
總之，沒有更加嚴謹的研究，你沒辦法知道一個剛剛發現的新想法，實際上對遇

到的問題來說，比以前可能試過的任何方法都來的有效。收集所需的實際資訊，

對立即的管理決定來說，是很重要的，但對那項知識的彙編 (codification) 也很

重要，這樣才能發現更多的通則，學習也可以更廣泛的分享。若結果沒有持續地

及有系統地追蹤的話，要隨著時間進步會非常困難。 
 
在很多方面，非營利領域目前的階段，就像以前法人組織五十年前的世界一樣，

那是在由學者、顧問公司與實踐者們發展出來，造就普遍提高生產力的管理、效

率及策略原則之前的世界。即使是在如此有限的評量研究內，我們還是清楚地了

解到，在社會創業領域中，充滿了獨立發展出自己一套方法的個人，但他們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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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還沒有結合成令後人獲益的一致性知識體系。我們希望這份報告，能代表大家

正在朝那個方向努力的開端。 

 
注釋： 
1 Taylor, Hobbs, Nilsson, O’Halloran, and Preisser, The Rise of the Term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Print Publications, Babson College, 2001. 
 
2 “SROI”於此定義有別於 Emerson 的定義。社會創業領域術語的用法鬆散，代

表的是此領域仍在早期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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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馬克•克萊門 (Mark R. Kramer) 係基金會策略諮詢顧問組織 (Foundation 
Strategy Group, FSG) 共同創始人及總經理。FSG 是一家國際知名諮詢公司，在

波士頓、舊金山與日內瓦都有辦公室。克萊門也是位於麻州劍橋的實效慈善事業

中心創始人，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資深研究員。克萊門與

哈佛商學院的麥可•波特 (Michael E. Porter)，在哈佛商業評論共同發表兩篇深

具影響力的文章：Philanthropy’s New Agenda: Creating Value (1999) 及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2002)。克萊門亦經常於主要刊

物發表有關慈善事業的作品，包括：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慈善紀事報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捐助人雜誌 (Benefactor Magazine) 及基金會新聞及評論 
(Foundation News & Commentary)。 
 
在此之前，克萊門曾經從事創投資金投資人長達 12 年。克萊門以優異成績獲得

布蘭代斯大學學士學位，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 MBA 學位，及以優異成績獲得賓

州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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