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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nLtd，我們時常需要對外證明我們的成功，以及解釋造就一個社會創

業家成功之道。所以，成功的面貌應該是如何呢？我們該如何區分哪些是

成功的社會創業家呢？扶助者又如何支持創業者，幫助他們成功呢？在我

們的「研究發現系列」的第二篇專題探討了這些問題，透過不間斷的執行、

研究以及評估，提供 UnLtd 在這八年來所獲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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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摘要

 
 

若對於社會創業家可以創造出什麼樣的成果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則能為他們提供更適當的支持。 

 
藉由 UnLtd 獲獎者創造的大量社會與經濟方面成果，這個研究發現系列報告，

闡述了成功與失敗的細微差別。本文探討了成功所涵蓋的成果範圍，其中包括： 
 

 產生高營業額、高度社會影響力、高度經濟影響力的永續經營社會企

業。 

 可以創造高社會影響力，但卻資金周轉卻很低的社會企業。 

 產生深切在地社會影響力、資金周轉量很少的短期社會企劃案。 
 

我們說明了一些計畫的結束，是因為一些正向的原因： 
 

 最初的目標已經實現或社會需求已得到了滿足。  

 該企業已經被另一個服務提供者或組織合併。  

 社會創業家決定把握可以使他們在個人或專業上向前進展的機會，以致

無法繼續經營創業。  
 
 
我們證明一個由於各種無法克服的障礙而「失敗」的計畫，對所涉及的個人而言，

仍可是一個有深遠影響經驗且創造很有價值的技能和學習的體驗。接著，可以藉

由將所獲得的技能和專業知能，應用至個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他們的職涯或

其它社會活動），而間接地造福社會。我們相信，若對於社會創業家可以創造什

麼樣的成果，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則我們對他們所提供的支持將會更有影響力。

針對不同質性資料集的主題性分析顯示，往往最簡單的支持模式即最有效率的模

式： 
 

 獲得創業資金之無官僚管道。 

 相信個人和他們的想法。 

 獲得一個能全力支持，提供整體性鼓勵、建議和回應，且可當作意見參

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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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較年輕的社會創業家來說，尤其重要的是在創業過程中，能有一個全力支

持的人，以幫助他們建立信心，並渡過計畫執行中的各類波動。最後，我們的研

究指出，另外有三個支持資源，對新興和發展中的社會創業家來說，特別有價值： 
 

 來自私人、政府和第三部門之商業專家的專業建議、指導及輔導。 

 來自其他的社會創業家，或志趣相投的人士之非正式網絡的支持、鼓勵

和知識分享。 

 對人脈網絡和建立重要關係之支持和機會。 
 
 
總而言之，對成功有深入和有力的理解，將能使扶助部門辨識、並重視社會創業

家的種類和他們造就的成果，其結果應該可以有助於他們增強適當且有目標的支

持行動。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以持續及演化對成功範圍的理解，以及社會創業

家所需的對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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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UnLtd 的使命是向那些有能力改變他們生活周遭環境的人伸出援手，使其力量

得以發揮。我們稱這些人為「社會創業家」。我們的做法是，提供資金或其他創

業扶助給大量的新創公司，或新手上路的社會創業家，其中一些人甚至得以拓展

他們社會創業的規模。我們也提供開發支持給少數的社會創業家，讓他們擴大社

會創業的規模。這個金字塔型的發展模式，其預期的成果是簡單明瞭的：為個別

的社會創業家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使他們能站出來並且實現他們的理想。 
 
誠如我們第一份研究發現系列的報告，社會創業家：概況（UnLtd，2010 年 3 月

出版），社會創業家創造各式各樣的成果；其中一些人在社會和經濟方面，創造

了令人印象深刻、永續且重要的影響，而其他人則在社區層面，創造了有特定性

或在地性的影響。UnLtd 認為，後者那些我們現在稱為社區社會創業家的人士，

仍然與前者是同等的重要且一樣需要支持。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地方型的社會創

業家，有潛力在社會上去創造更多、更廣泛的影響，包括建立社會資本、激發社

會創新以及經濟上的影響，並激勵弱勢族群的士氣。 
 
我們如何區分哪些是成功的社會創業家，而哪些又不算成功？在我們的研究發現

系列的第二篇報告中，開始探討社會創業家所創造的成果光譜，如何意味成功的

社會創業活動。這種理解將會使支持創業者和組織，如 UnLtd，更能造就成功的

創業。 
 
 

研究 
 

 
UnLtd 的研究發現系列綜合了 UnLtd 在這八年以來，透過執行、研究以及評估

所有的工作項目，所獲的關鍵知識。我們在多元的研究和評估企劃中，擷取了共

同的主題與研究結果，但多數在本文中引用的資料，取自以下的數據集： 
 
 UNLTD 的五年敘時研究： 

每年在全英國各地獲得 UnLtd獎的得獎者中，針對約 60位具代表性之樣本，

進行深入、半結構化及一對一訪談。其目的是追踪這些人的作為路徑，並在

企劃和個人發展之間，專題探究趨勢及差異。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收集了

三年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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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者調查報告，2010 年 1 月：  

對於先前獲獎者的追蹤訪查，已收集了 437 人的樣本（總共聯繫 2,378 人）。

此項研究結果，對於透過 UnLtd 獎所產生的個人和計畫之成果，提供了長

遠的觀點。 
 
 UnLtd 運動救濟 (Sport Relief) 2007 - 2009 年計畫的評估（由喜劇救濟贊

助）：  
敘時訪談 15 位 11 至 21 歲的年輕獲獎者（其中七位參加後續訪談），並同時

進行 12 項案例研究。 
 
 

成功是什麼？又該如何實現？ 
 

 
UnLtd 每年大約支持 1,000 人，並投資具有各式理想和技能的個人。因此，我們

的得獎者創造了各式各樣的社會與經濟成果。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會以常聽到

的所謂「成功」指標，來比較和對照我們對於這些成果的證據，包括持續性、資

金周轉以及社會和經濟影響力的規模。我們運用案例研究，來說明社會創業家能

創造的成就範圍，以及強調成功包含了各式各樣的成果，而這些成果可以用不同

的方式去實現之。 
 

生存和成功 

「生存能力 Survivability」經常被當作成功與否的指標－社會創業家可有創造可

以永續經營的事物？UnLtd 有許多社會創業家成功案例，他們獲得我們的創業

資金補助，並將其最初的理想，成功發展至可行的社會企業。舉例來說，UnLtd 
獎的前得主麥特‧威爾考克斯 (Matt Wilcox)，除了得到最初的創業資金，在 2007
年又獲頒額外的發展獎，隨後成功地擴大他的創業，也就是「團結－年輕人的計

畫」，將之轉變成為一個永續的社會企業。正如插圖中的案例研究所言，麥特的

企業是成功的；因為它產生大量的營業額、經濟影響力（創造就業機會），以及

直接的社會影響力（讓年輕人重新就業和接受教育）。根據此定義，它可以被視

為是社會創業的經典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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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和「失敗」之間的區別並不明確：本文辨識的六個不同的主

題中，有三個針對計畫的結束，提出正面的理由。 

 
 

麥特‧威爾科克斯（MATT WILCOX）： 

「團結－年輕人的計畫 UNITY – YOUNG PEOPLE’S PROJECT」 

 
主要成果：  

 至 2009 年 10 月止，創造 300,000 英鎊的營業額  

 8 名全職員工  

 126 位學生於 2009 年取得國家認證的「團結」藝術獎  

 150 年輕人在「團結」的幫助下，重新就學或就業。 
 
狀態：活躍運作 

麥特•威爾考克斯是 UnLtd 獎的前得主，於 2007 年先贏得了創業獎，後續還獲

得發展獎；這使麥特能夠把時間投入在更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社會創業。「團結－

年輕人的計畫」現在是一個在地的組織，專攻創造客製化的專案、計畫和活動，

目的是解決那些當局原本該負起責任的社會問題，諸如教育上的排斥、失業、程

度低落和反社會行為。從麥特在初期提供一次性 DJ 輔導課開始，「團結」已經

於英國斯托克城茁壯為一個高知名度、備受矚目，經營高達三個經營中心的社會

企業。一些政府機構，如 Connexions 平台和青少年司法委員會，都與「團結」

合作，負起責任教導那些因曾是青少年罪犯，而在學校被排斥的年輕人。「團結」

的成長已經透過不同的方式，幫助了許多年輕人；藉由自信心的建立、學習新知

識及可變通的技能，或透過輟學的救助資格，從而確保更多斯托克的年輕人，得

以重新就學或就業。 
 
 
我們最近針對得獎者的研究顯示，他們所創的社會企劃的共同特徵是，在獎助期

過後仍能維持下去：在我們 2010 年 1 月的調查中，75％受訪的前得主表示仍持

續經營他們的社會創業。而 71％的人從四年前就開始經營他們的計畫。另有 9
％的人表示，他們已經開創了另一項計畫。即使考量正向的反應偏差 (positive 
response bias)，這些存活率仍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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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徹底地理解這些統計數據，我們探討仍有 23％的社會創業會無法繼續經

營的理由。至於計畫為什麼會失敗，根據 72 個開放性問答的主題分析，強調了

所謂「成功」（計畫持續）與「失敗」（計畫終結）的差別並不明確：在我們辨識

的六個主題中，就有三個舉出計畫終結的正向理由，如下所列。 
 
 
 目標達成：社會創業達成原始創業需求，提供必要的服務或者產生原先規劃

之目的。  
（14/72 或 20％）。 

 發展因素：社會創業被合併入另一項服務計畫，以滿足不同的社會需求，或

以一個迥異的方式運作。  
（5/72 或 7％）。 

 個人因素：由於個人因素，設立社會創業者選擇不繼續經營（比如，懷孕或

者追求其它就業機會）。  
（12/72 或 17％）。 

 背景因素：外部因素（如重要的夥伴關係或必要的網絡）改變，導致社會企

業不能再持續營運。  
（8/72 或 11％）。 

 資金缺乏：社會創業無法獲得更多的資金，也因此而無法再持續營運。  
（17/72 或 24％）。 

 內部因素：社會創業因為內部因素而無法有效運作（如經營成本超過本身資

源）  
（16/72 或 22％）。 

 
 
雖然持續經營時間長短可以當作是成功的指標，但這些數字表明，一個成功的成

果，例如該計畫已達成了原始設定的社會需求目標，實際上可能隱藏在乍看下是

失敗（譬如一個計畫的結束）的情況。我們的前創業獎得主，卡倫•卡羅蘭－埃

文斯 (Karen Carolan-Evans)，完整地說明了這種情況。她為英國東肯特的婦女

設置的導引與諮詢服務措施，因為很有成效地滿足社會需求，因此她的服務重點

已被當地的基層醫療保健信託 (Primary Care Trust) 所採納使用（詳見插頁案例

研究）。 
 

7 
 



 

 
 

圖一 社會創業未能持續營運之原因 
 
 
這導致了社會創業本身的營運結束，但這些服務卻不曾間斷。與麥特•威爾考克

斯不同的是，卡倫並沒有創造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創業，但仍然成功地創造一個

能夠持續營運的方案，以解決當地的社會問題。這提醒我們，實現成功的方式，

也可以透過擷取創新社會問題解決辦法之要素，藉由吸收或複製，以擴展到其他

服務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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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倫•卡羅蘭－埃文斯（KAREN CAROLAN-EVANS）： 

「肯德拉 KENDRA」 

 
 
主要成果： 

 傳遞關鍵的生活技能給當地婦女 

 促成當地基層醫療保健信託 (PCT) 建立核心策略，以幫助使用者熟悉英國

全民醫療保健 (NHS) 的服務內容  

 促成英國全民醫療保健的患者能為自己的醫療意見發聲  

 促成肯德拉創始人的專業發展 
 
 
狀態：停止營運 

卡倫•卡羅蘭－埃文斯和她的事業夥伴建立「肯德拉」組織，這是個位英國東肯

特地區婦女的發展計畫。最初成立於 2003 年，肯德拉演變成為社區利益公司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並於 2006 年獲得 UnLtd 創業獎。其目的是提供

公共服務資訊給當地的婦女，特別是那些弱勢或來自貧困背景的婦女，從而使那

些最需要醫療健保服務的人，更容易地獲得相關的信息。 
 
針對其它不同的需求，肯德拉還舉辦了一系列的工作坊，從心理健康、兩性健康、

提高自我價值到職場霸凌等。隨著肯德拉的服務範圍和規模越來越大，當地國民

保健署的基層保健信託，開始認同到它在創造特定公共服務意識上的價值，並接

管了肯德拉這方面之工作。最終，基層保健信託接手了數個肯德拉所提供的服

務，當地也因此不再需要肯德拉的服務了。 
 
現在卡倫運用她從建立和經營肯德拉中，所獲得的豐富經驗和專業知識，在幾個

地方醫療健保的監督及問責小組上擔任公眾代表。卡倫和她的事業夥伴，已繼續

與主要病患服務的供應者發展專業的合作，包括國民保健署和英國醫學協會，並

參與了牛津大學和坎特伯雷基督教會大學的公共衛生計畫。卡倫把能有這樣的發

展，部分歸因於她經營肯德拉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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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就像是存活力，被廣泛地當作衡量永續性和成功的指標；但

愈高的營業額，並不總是等同於有較高的社會影響力。 

 
 

營業額  

營業額，就像是存活力，被廣泛地當作衡量永續性和成功的指標，特別是在目前

的經濟環境下（社會企業聯盟，社會企業調查 2009 年：英國倫敦）。 
 
然而，從 UnLtd 的經驗得知，高營業額並不總是等同於高影響力。我們支持那

些雖然財務週轉率相對較低，但卻能產生大規模社會影響力的社會創業家，像是

瑪芮安•賈納的社會創業－星際病房 (Star Wards) （取「Star War 星際大戰」諧

音。）（詳見插頁的案例研究）。由於要在社會創業活動中成功，產生具規模的社

會影響力是不容爭辯的要件，星際病房證明了，高週轉率不是成功的必要元素，

因此，低週轉率也不能是失敗的廣義指標。 
 
這個論點的進一步證據，來自於我們對 UnLtd 運動救濟的評估。這是一個獎勵

計畫，支持年輕人透過社區內運動和娛樂活動的方法，以提高社區凝聚力。藉由

創造新的友誼關係，以及建立經常是跨越重大社會藩籬的社區歸屬感，這些成果

有助於增加社區的社會資本。 
 
這些短期的（不超過一年）、地方型、低營業額（如果任何營業額的話）的計畫

是成功的，從而證明了這種被認定是地方層級、並在短期內達成的「成功」，就

無需涉及高營業額、規模化和持續性這些因素了。此外，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和

社會資本的潛力，是由許多地方實務型的小企業或特定的利益社群所創造，而這

股潛力是不容忽視，也不能被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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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芮安•賈納（MARION JANNER）： 

星際病房（STAR WARDS） 

 
 
主要成果：  

 提高工作人員與病患的接觸次數（81％）；改善病房環境（85％）；提高了病

患的滿意度（84％）。  

 英國各地有約 70％精神科住院病房，都是星際病房的會員。 

 瑪芮安被授予大英帝國勳章，以表揚星際病房的傑出創新。  

 營業額：十萬英鎊左右。 
 
狀態：活躍運作 

瑪芮安•賈納會成立星際病房，是在 2005 年，當時她被強制住院的時候受到啟

發。在察覺到許多住院病患有可能被形容是「無藥可醫」之後，瑪芮安就下定決

心要找到一種方法，來提升那些日復一日的病患經驗，於是，她後來便在當年成

立了星際病房。 
 
星際病房讓精神科的住院病房，創造小型創新以改善住院環境；總共有 75 個免

費或低成本的點子，是病房可以嘗試的，例如舉辦病患與工作人員間的交流會、 
電影之夜，以及安撫活動。有間病房引進了寵物兔，從而減少了一個女性高度警

戒部門的病患自我傷害比率；此部門是自我傷害的比例特別高的病房－高達 50
％。 
 
星際病房的做法是「堅持正向積極」，專注在對的事情上、表揚卓越表現和致力

於驗證良好表現，這些都有助於提高員工的士氣和能量。基本上，星際病房提倡

更加平等地重新分配病患和員工之間的決定權和權力，使患者得以提高他們的自

信與自尊，且重建他們那些因為住院這段時間，而可能被完全摧毀的原有技能。 
 
星際病房是務實且實用的；它並不需要花很多錢來經營，就能夠創造相當的社會

成果。就如同有人在近期的影響評估中的評論，「星際病房…已經毫無疑問地在

過去二十年間，為精神醫療的急性住院病患，帶來了一些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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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計畫，個人的成功 

發展解決社會問題的新方法，並不總是可行的；而且 UnLtd 了解，有些得獎者

無法達成所計畫之預期目標。我們也知道，我們支持大量社會創業家的目的，一

定會存在著一些固有的風險，因此，一項計畫的失敗結果，也是 UnLtd 得接受

的必然結果之一。從我們的敘時研究結果可以得知，一項計畫的成敗並不是涇渭

分明的，而且能夠從其失敗的經驗中，獲得大量珍貴的體驗和專業知能。 
 
其中一個例子是，前獲獎者傑克‧韋爾奇 (Jack Welch)，在蘇格蘭創立了「果園 
The Orchard」。隨著時間推移，這個創業並沒有朝著傑克原本的打算發展，而最

終他便決定停止這項事業了（見插頁案例研究）。在這個歷程中，傑克從一個「失

敗」的計畫，獲得了一個正向積極的經驗；傑克歷經了從他計畫的一開始經營時

的面臨失業，直至結束營業時，他已在信用合作社中勝任經理。傑克的情況說明，

即使是所謂的「失敗」計畫，仍然有發展成個人「成功」的潛力，正如韋爾奇自

己所言： 
 
「UnLtd 所做的事情是，讓我順利經歷一個過渡時期。那是一個相當痛苦的人生

過渡期；那時候為了使我脫離這樣的狀況，我一直很沮喪且無所適從。UnLtd 給

予的補助金，為我填補了缺口，並讓我去嘗試我沒有做過的事情，當時考慮嘗試

我以前從沒做過的新工作，以及發展的更多計畫。所以這的確是一個很難得的學

習經驗。」 
 
 
傑克‧韋爾奇和卡倫‧卡羅蘭－埃文斯，都將他們所獲得的技術和經驗，移轉為

繼續提供公共利益：透過任職於一個以脫貧，及教育人們個人理財為核心的信用

合作社，傑克以此繼續奉獻社會；而卡倫則是藉由擔任地方的幾個英國國民保健

署之監督及問責小組的公眾代表去實踐之。  
 
這些從我們的敘時研究中所得的例子和其他尚未進行分析的證據顯示，一個經營

社會企劃的經驗，可以創造積極的「漣漪效應」，使個人能獲得和（或）開發知

識及專長，並應用該經驗到他們其他的職業生涯領域，這效應接著又可能透過他

們的職業選擇或其它形式的社會運動，應用在其它的社會議題上。 
 
這說明了，社會創業活動的積極成果，其內涵遠超過僅僅營業額、規模和生存能

力的一般觀點，它也提醒我們，從社會創業家的觀點上，理解區別「失敗」和「成

功」的重要性。如此一來，我們能更完善地了解一項「失敗」計畫的潛在價值，

無論是對個人和間接地對社會大眾來說，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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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  

果園（THE ORCHARD） 

 
 
主要成果：  

 個人學習  

 職涯發展 
 
狀態：停止運作 

2005 年，傑克•韋爾奇於蘇格蘭成立了一個果園，他接受了許多來自個人、機

構、服務單位，甚至 UnLtd 創業獎的扶助。其目的是提供當地社區，因為精神

疾病而被邊緣化者所需的「綠色」療法。除了一路走來的顯著高峰和成就，果園

遇到與同性質企業相同的尋常和不尋常的問題。最後，有關地點偏遠，健康和安

全，及當地社區的僵化態度與相關的醫療服務等議題，都促成了它的結束營運。

雖然現在果園是由年輕朋友維持著，傑克已漸緩了果園的營運，所以現在是停止

活動的狀態。然而，傑克並沒有視這個失敗為負面的經驗，因在很多方面，他從

計畫的設置和營運中，獲得很有價值的學習和體驗。 
 
傑克指出這個經驗對他在個人和專業發展中的貢獻，特別是管理能力、領導能力

和溝通能力上的發展，這些特質幫助他得到信用合作社經理的角色。更廣泛地，

傑克認為他得到寶貴的學習經驗，關於建立一個社會企劃所必須面對的重要機會

和侷限；他也學到什麼時候該繼續前進，什麼時候該放棄的毅力。最重要的是，

傑克認為他企劃的失敗，對他來說實際上是一個正面的經驗，幫助他建立一個「樂

觀進取」的正向態度，也將學到的這些技能轉移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姓名和個人身份已被修改，以維護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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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並不只是錢的事，而是他們相信我。 

 

我們該如何造就「成功」？ 
 

 
到目前為止，本文所闡述的「成功」廣泛定義，因為包含較大範圍之成果，更能

代表 UnLtd 所支持的社會創業家之經驗。我們發現，成功並不是依賴於某些特

定的具體成果，例如財務周轉、影響力的規模和永續能力，也不取決於特定的成

果組合。因此，這表示社會創業家需要去追求多元的目標。然而，我們從 2003 年
以來所進行之執行活動、研究和評估中得知，社會創業家非常重視我們在金融和

非金融方面的支援模式。 
 
儘管我們不知道這樣的支援模式的每個元素，會在何時、以及為何可造就成功，

我們已能夠辨識什麼樣的支援行動能發揮最大的效能，因此得以將注意力集中於

下文所列。 
 

肯定的價值 

UnLtd 的模式特質是基於投資個人並開發他們的潛能，以建立他們創立和經營

一個社會創業所必要之技能。這代表對於新創，或新手上路的社會創業家，UnLtd 
不會要求一個龐大完整的商業企劃、先驗經驗或認證書，來得到獎勵資金。相反

地，UnLtd 的運作原則是，投資在創業家個人，他們的想法和發展成為社會創

業家之潛力。在限制獎項決策過程的官僚干涉和在相信直覺下，UnLtd 得以甘

冒其他組織可能不會考慮的風險。很令人訝異的是，在我們 58 位的敘時研究受

訪者中，有 42 位不假思索地，也不用人暗示之下，立即指出因為獲獎，對他們

的點子及執行力注入莫大的信心。此外，他們將因此肯定得到之信心，與強化他

們創立社會創業之動力相連結，如下文所言： 
 
「這原本只是一個想法，直到 UnLtd 說：『好的，這有五千元來實行你的計畫。』。

然後我們的反應就像是：『喔！我們這下子可真的得完成它了。』。還有接下來的：

『好了，我們對你有信心，相信你能利用這筆錢做些什麼。』。它並不只是錢的

事，而是他們相信我。最重要的是，那是對我們努力的一種肯定，一個認證。」 
敘時研究參與者，2009-2010 
 
於敘時研究和各種獎勵計畫的評估中，參與者不斷強調 UnLtd 獎對他們所提供

的信心、信譽和肯定。雖然他們也需要金錢來購買重要設備或資源，它也象徵他

們對企業成功潛力的信念，這是社會創業家可能內化這些信念。在此背景下，更

14 
 



 

容易取得較少官僚干涉之創業資金的管道，在吸引一些沒有足夠自信、經驗或資

金，來嘗試他們的想法的新手社會創業家上，可以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UnLtd 持續相信，針對有潛力個人及他們想法的投資，是增長社會創業的關鍵

因素。 
 

持續性支援的價值 

每個 UnLtd 獎都有一位熱心的開發經理，提供一對一意見諮詢和必要扶助。創

業獎始於第一次款項分期撥付和專案引導會議上，緊接跟著期中專案進度報告和

第二次款項撥付，以及在獎項期結束（通常為期一年）前召開的期末轉型會議。

除了這些正式的支援會議，當獲獎者有問題出現時，可以獲得開發經理的協助，

無論是仔細討論一個想法或提供一般性的鼓勵、更新訊息或建議。雖然可接觸的

時間稍微有限，獲獎者一貫地肯定這持續性支援的價值： 
 
「關於金錢，有趣的事情是，有時它可能是非常好用的，你知道的，特別是如果

你有資金方面的特定需求時。但實際上我發現也有很多時候，它可能會成為阻礙；

還有許多比金錢更重要的事情，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人…我寄了電子

郵件，並且小聊了一下，而我收到的熱情回覆…！這就是我從 UnLtd 所得到的

養分，它可以支撐我幾個星期、幾個月，你知道的。」 
創業獎得主，新十字門，2008。 
 
 
「我那時真的很缺乏信心，而（我的開發展經理）總是能聰穎地一針見血，立刻

看出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有時候我甚至不知道到底是什麼阻止了自己向前邁步，

或到底是什麼造成這麼一個困難的局面，而她總是擅長於非常實際的地開闢出一

條活路，而且還同時像個共鳴板一樣。」 
創業獎得主，4iP，2010。 
 
 
我們對於不同獎項計畫的評估、研究和執行經驗，都一致地顯示，獲獎者很重視

UnLtd 所提供的專門扶助人員這個管道，因為他們為獲獎者的想法提供了一個

「共鳴板」的作用。我們相信，這部分要歸因於開發經理人的獨特和不同的優點，

從而能提供諮詢和支持，以及他們的專業經驗和專業知能。 
 
我們的監測統計數據也支持這一結果；在他們的計畫結束時，73％的得獎者認為

開發經理的支持幫助很大。當被問及在發展整體計畫中，甚麼是最有用的支持形

式時，最常見的回答是開發經理的支持和鼓勵（57％）。而下一個最有用的支持

形式是與其他創業家的交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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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的支持對要創立一個社會創業來說，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不是因為它為所

有問題提供了答案，而是因為它提供了新興社會創業家，一個對他們目標的全新

信念和信心，並幫助帶領他們渡過執行計畫中不可避免的挑戰。 
 

支持信心 

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建立信心是 UnLtd 獎常見的影響，這促使我們去解析信

心如何、為何逐漸養成，並分析我們的支援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關於 11-21 歲年

齡層的年輕獲獎者，我們在 UnLtd 運動救濟的評估中，發現一個有七階段的信

心軌跡，其中有相互關係的不同信心形式，在獎助期間，根據具體的經驗，有各

自特定的發展（雖然並不一定以相同順序呈現）： 
 

 
圖二   信心軌跡 

 
1. 「勇於冒險」（於成功申請到獎項階段開始發展） 
2. 「開始執行」（從工作中培養技能） 
3. 「戰勝困難」 （度過挑戰並／或執行企劃） 
4. 「讓外界看見你的能力」（來自他人的賞識和肯定） 
5. 「相信自己做的到」（自信，經常在回顧時出現） 
6. 「擁有更大的企圖心」（受到鼓舞，開始實行進一步的企劃） 
7. 「啟發他人」（轉化信心以啟發他人，並藉此對社會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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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信心軌跡的一個關鍵要素是，持續的、個人化的支援所能夠扮演的重要

角色。明確的說，這樣可幫助年輕獲獎者克服挑戰，重新振作，而這些挑戰是創

立和執行社會倡議行動中不可缺少的。我們收集自開發經理和獲獎者的資料顯示，

面對這樣的挑戰而沒有必要的支援，可能使年輕獲獎者覺得害怕和無法勝任，這

可能會有損他們的自信心，使獲獎經驗成為一個負面的體驗。本評估發現開發經

理敏銳地意識到，他們對年輕人的支援有多重要，不僅提升了正面的影響力，也

降低那些有害影響發生的機率，正如下面引述所言： 
 
「但我（有時）可以看見一個原本自信的年輕人已經開始對情勢失去掌控，而我

認為有開發經理在那段期間支援他們實行企劃是至關重要的；藉此確保、強化較

好的處理方法，而我們就是透過這樣幫助這些創業家。」 
開發經理，運動救濟評估，焦點小組，2009 年二月 
 
儘管這不必然以相同的方式或全部適用於每一個獲獎者，我們的證據顯示，建立

信心是使年輕人實行和發展社會創業的重要因素。重要的是，當有提供持續性支

援，以度過企劃實施的高低起伏時，則發展信心軌跡的機會較大。雖然需要進一

步的研究，來探究信心軌跡和較年長社會創業家之間的關係，我們的證據基礎一

致性地顯示，不間斷的鼓勵和支援，在社會創業家和他們所創立的社會創業成功

的過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還有呢？新出現的研究結果值得進一步研究 

我們的敘時研究和特定獎項計畫的評估，已經開始突顯其他來源的支援對社會創

業家的重要性。特別的是，獲獎者們還強調另外三個支援類型的價值： 
 
 由具有公、私及第三部門背景的商界專家提供的具體建議和專門知識。 

 透過非正式網絡，來自其他社會創業家或志趣相投人士之支持、鼓勵與知識

分享。 

 提供溝通網絡與建立重要的人際關係之支援與機會 
 

 
特別的是，我們敘時研究資料的初步分析顯示，當沒有這些支援類型時，獲獎者

會若有所失。而我們新十字門計畫的評估發現，獲獎者渴望成為社會創業家或變

革創造者社群的一員，藉此他們得以獲得同儕的支援 (UnLt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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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資料主要部分的搜集是在 UnLtd Connect 成立之際；這是一個提供獲獎者

專家免費公益扶助與專業知識，以及在獲獎者之間建立人脈網絡機會的服務。現

在，這些支援形式已由 UnLtd Connect 接手提供，我們則計畫藉由評估這項服務

和根據我們最新的敘時研究資料，進行深度的主題性研究，更仔細地去探究此項

服務。屆時，我們可以更完整地舉證，造就成功的各式大量支援。 

 

結論 
 

 
正如這文所述，成功之樣貌取決於社會創業家和企業投入的目標而有所不同。相

同地，導致成功的機制不盡相同，應該回應社會創業家的需求。本部門的挑戰是

發展根據這個認知而運作的支援系統和類型，而不應假設從一個社會創業的構想

階段到特定的結束點，採用的都是一個線性的發展模式。 
 
在實施獎項八年後，UnLtd 已經獲得大量關於社會創業家和如何最有效支援他

們的知識。我們持續的研究和評估已經幫助我們了解到，需要針對成功建立一個

更完善和動態觀點的重要性，以及社會創業家所需的對應支援。UnLtd 渴望承擔

進一步闡明「成功」的挑戰，了解什麼方法有效和什麼方法行不通，因此確保我

們提供給社會創業家的獎項和支援，能夠使每一個社會創業家成功的潛能發揮至

極致。我們相信藉由積極地合作建立與分享這個知識，本部門將能更適當地提供

成功的社會創業家更具意義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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