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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歲（含）以上的人口數正隨著我們的社會逐漸老化。然而

這個年齡層在社會創業家中，似乎人數不足。 
 
本研究探討了 50 歲以上人士社會創業的情形，審視高齡社會

創業家們的動機、鮮明的特色和貢獻，以及就個人而言，他們

從社會創業過程中所得到的好處。結論是此年齡層裡，仍富有

未開發的潛力，而社會創業也許能為高齡化社會相關的問題，

提供一些獨特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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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50 歲以上的人士在 UnLtd 所扶助的社會創業家中，呈現代表性不足的狀態。就

一個群體而言，50 歲（含）以上的人們，佔了英國成年人口（18+）的 44%，但

卻在 UnLtd 自 2003 年起的得獎者中，只佔了 18%。 
 
事實上，在 UnLtd 扶助的社會創業家中，參與人數真正下跌的是從 60 歲群組開

始的。當有 13%的得獎者是處於 50 歲群組時，只有 5%是 60 歲（含）以上人士。

這情形同樣反映在其他研究上，顯示了此年齡層的人們，與大多數的年輕族群比

起來，較少參與社會創業。1 

 
從某些觀點來看，這種參與人數的衰退並不令人訝異。主流的創業活動也是隨著

年齡增長而逐漸減少。2 然而 50＋歲族群參與公民活動和志工服務的人數卻是很

多的。研究發現，50 到 74 歲的族群傾向於參與常規性的志工服務，且此族群在

2009-10 和 2010-11 之間的參與度有所增長。3 

 
UnLtd 已和合作夥伴們建立了數個計畫，希望能提倡更多為長者而做、且由長者

來經營的社會創業（詳見第 11 頁）。 
 
本研究結果提出的根據，來自於迄今與 UnLtd 合作的高齡社會創業家們，旨在

探索： 
 
 誰是此年齡層中的社會創業家？ 

 他們的動機是甚麼？ 

 他們的特點為何？ 

 透過他們的社會創業活動，他們創造了什麼貢獻？ 

 就個人而言，他們獲得了什麼好處？ 

 50＋歲的人們真的在社會創業中「缺席」了嗎？或他們只是「隱藏」起來了？ 

 我們如何能增加 50＋歲的人參與社會創業？ 
 
隨著我們持續支持此年齡層的社會創業家，我們將進一步開發及測試本文的這些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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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調查結果 
 

誰是 50 歲以上的社會創業家？他們的動機是甚麼？ 

 50＋歲的社會創業家，約有一半為女性；14%來自少數族裔背景；還有 67%
接受過高等教育或是擁有專業資格認證。 

 
 與年齡（如有充分生活體驗可以分享的感覺）或是生命歷程（如小孩搬遷）

等相關的因素，似乎常是人們開始投入社會創業的動機。 
 

他們的特點為何？ 

 聚焦於社會價值－比起經濟價值，高齡的社會創業家們更傾向專注於社會價

值。在 UnLtd 的年度調查中，48 歲（含）以上的受訪者中，有一半在 2009-10
間不曾創造營業額。然而，總有例外。舉例來說，其中 9%在報告期間，曾

創造了超過 10 萬英鎊的營業額。 
 
 野心勃勃－此年齡層中，72%的年度受訪者表示他們想拓展創業規模，以達

到區域性、全國性、甚至是國際性的影響。 
 
 尋求建樹－老年人所偏好的擴展方式，可能與其他年齡層有所不同：較年長

者往往更感興趣的是微型加盟模式的成長，而非擴展自身的創業。 
 
 冒險者－此研究所訪談的社會創業家們，在承擔個人與經濟上風險的意願，

並不比其他年齡層的族群少。 
 

社會創業對晚年生活有什麼好處？ 

 技能和信心的增長－訪談顯示，50＋歲的人透過社會創業，增長了他們的信

心及技能。 
 
 減少孤立－有數個社會創業案例，導致對其它公民活動的參與，以及與社區

中的人群更多接觸的機會。 
 
 創造收入－部分 50＋歲的人會把社會創業當作一種創造收入的方法。此年

齡層中 44%的年度受訪者，在 2009 到 2010 年間，曾透過他們的創業創造至

少一個全職或兼職的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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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創造了什麼貢獻？ 

 許多年長者透過社會創業解決人口老化的相關問題。舉例來說，個案研究顯

示了專案計畫如何為失業的老年人口創造就業機會。 
 
 年度調查數據為所創造之社會及經濟影響力給了一番洞見：56 位 48 歲（含）

以上的受訪者，每人在 2009 至 2010 年間曾創造平均 8 個志工機會和 13 個

培訓機會，而以上每個受訪者幫助了平均 633 個受惠人。 
 

50＋歲的社會創業家們是缺席或是隱藏起來了？ 

 50＋歲的人們整體來說（並非只是在 UnLtd 的得獎人中），在社會創業家中

呈現所占比例很小的狀態。這可能表明在此年齡層中還蘊藏有尚未開發的潛

力。然而，這也可能是高齡社會創業家們，純粹只是無法辨識這些術語，以

致於無法接觸到他們可得的幫助。 

 

誰是 UNLTD 的高齡社會創業家？ 
 

我們的研究發現，高齡社會創業家們的社會人口特性與 UnLtd 支持的其他年齡

層類似。 
 
 50 歲以上年齡層中，53%的 UnLtd 得獎人為女性。 
 
 14%擁有少數族裔的背景。 
 
 相當大的比例擁有大專院校的教育程度（44%）或擁有專業證照資格（23%）。

這同樣反映在其它社會創業活動的研究上。然而，這是項有趣的特徵，因為

這個年齡群組中，只有相當少的人能夠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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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激勵了 50 歲以上的社會企業家們？ 
 

就像 UnLtd 較年輕的社會創業家們一樣，驅使此年齡層的人從事社會創業活動

的潛在動機十分廣泛，並且與每個人的生活背景和人生經歷密切相關。然而，我

們的研究顯示了 50＋歲的人們決定踏入社會創業的一些共通點： 
 
 一個啟發性的事件或經歷：這些往往是創傷性事件，如大病一場或是失去朋

友或家庭成員。 
 
 機會：計畫有時候無法在當下得到結果，必須等到多年後，才會發生引發該

興趣之事件或經歷。 
 
 當務之急：在有些案例裡，當人們隨者年齡增長，他們會被一種「時不再來

now or never」的念頭所驅使，而進行社會創業。 
 
 借鑿以前的經驗：50＋歲的人們常用他們的專業經驗和可轉用技能來經營他

們的企業。也有證據顯示，假如他們曾有過志工服務的經驗，則更有可能成

為社會創業家。 
 
 增加收入：部份我們所採訪的 50＋歲社會創業家們的動力，來自於必須或

渴望發展新的收入來源。 
 
需要有更多的研究來檢視及釐清年齡與這些特色的關聯性。然而，50＋歲的社會

創業家們在描述他們的動機時，年齡相關的因素是很普遍的現象。舉例來說，他

們常感覺到他們有一生的豐富經驗可以分享，而這些是他們年輕時所沒有的經驗，

而且現在他們有更多的時間能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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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歲的社會創業家有什麼特色? 
 

本研究所採訪的社會創業家，在願意承擔經濟上、名譽上的或是其他個人的（如

健康）風險上，似乎並不比其他年齡層還少。事實上，有的人認為，生活中艱苦

和挫折的歷練給了他們一種「失敗殺不死我」的態度，反而使他們更強韌堅毅，

也給了他們承擔風險的信心。
５ 

 
我們的研究顯示，50＋歲的人們所追求的社會創業模式與年輕的同行相比，似乎

有些不同。我們採訪的多數人都偏向「公益」而非「商業」模式的社會創業（圖

1）。舉例來說，50＋歲且完成 UnLtd 在布拉德福先導計畫的社會創業家中，除

了一個受訪者外，其他都傾向繼續經營他們的創業，但 18 人中只有 3 人計畫創

造收入。然而，這些結果都需要更進一步的測試；因為還是有社會創業家的企業

兼顧了社會價值及經濟價值。 
 
同樣地，在年度調查中的所有年齡層，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希望能將他們的企業規

模擴大，以達到區域性、全國性，甚至是國際性的影響，然而年長者所偏好的擴

展方式可能有些不同。這方面的證據來自於 UnLtd 的發展計畫，其中包含了所

有年齡層的得獎者。比起利用自身的商業技巧來擴張企業本身，50＋歲的人往往

對鼓勵他人複製該企業的微型加盟之成長方式更感興趣。反之則適用於較年輕的

得獎者。 
 

 
圖一 社會創業活動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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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7 
 



 

社會創業對晚年生活有什麼幫助？ 
 

我們的研究顯示，社會創業提供自我實現、個人成長及發展的機會，同時也有助

於生活品質的提升。 
 

個人成長及發展 

我們的受訪者挑戰了「這個年齡層的人發現學習是件難事－或是壓根兒不願意去

學習」這個觀點。6 受訪者們將他們的此人生階段，當作一個可以持續參與社會、

繼續學習，並擴充他們的知識和經驗的機會。 
 
得獎者分享了信心的增長和領導技巧，專案規劃，資金管理，溝通與人脈等各方

面的進步。最大的成長便是社區參與和領導統御所需的技能，如自信心，溝通和

人脈網絡。 
 

「很多人都在考慮退休，不是嗎？對我來說，這是一種自我發展。畢竟

學習就像呼吸一樣自然。」（蓓蒂，63 歲） 
 
 

參與公民生活，解決孤立問題 

有數個案例的受訪者，已經在他們的創業中發展出衍生計畫，顯示社會創業與長

期且多樣化的公民生活參與有關。在兩個案例中，得獎者認為他們會增加政治活

動的參與，應歸功於於經營他們的創業，因為從事創業促使他們發展出一股熱情

與動力，想要確保他們社區的需求受到重視，並適度地滿足。 
 
經營社會創業也幫助社會創業家與他們的社區建立更緊密的連結。 
 

「（創業）讓我親自與外界接觸的更多…我的確曾有過一種孤立感，而

現在則少了許多。」（茱蒂，66 歲） 
 

一個賺錢的機會 

雖然並不是在每個案例中，都有討論個人的經濟狀況，但我們的一些受訪者解釋

了社會創業如何對他們的財務狀況產生幫助。其中一部分的人衣食無虞，因此不

需要將此當作一種賺錢的機會，另一部分的人曾經歷過貧困，因此將社會創業視

作一種增加額外收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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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UnLtd「樂齡計畫」的受訪者們，約有三分之一藉由社會創業活動，來增加

個人的收入。同時 UnLtd 的年度研究資料顯示，44%的 48 歲以上的受訪者，在

最近一次的會計年度創造了至少一個全職或兼職工作。 
 
我們的研究顯示，社會創業做為一個賺錢的機會，代表的是： 
 
 一種脫離失業的途徑 

 成為自雇者的途徑 

 增加退休金或兼職工作的收入補貼 

 準備從全職工作過渡到退休期間，暫時補貼收入的方法 
 
 

社會創業帶來了一些獨特之處 

雖然上述許多優點，都能從其它公民活動中獲得滿足，我們的研究顯示，社會創

業提供了額外的好處，例如： 
 
 對社會有益的活動，在配合其他規劃時擁有的彈性 

 塑造一個能同時反映出他們個人的技巧和熱情之企業的機會 

 一種退休前的過渡期，甚至是退休的替代方案 

 提供收入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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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琳•傑克森（Lynn Jackson）（馬爾蓋特） 

Lynn 的創業－History Walkers（歷史徒步導覽）－訓練在馬爾蓋特失業的

人們成為當地社區的歷史導覽員，帶著付費的民眾一起散步，以學習日常及

公共生活。琳已訓練了六個超過 50 歲的失業民眾成為徒步導覽員。 

每個徒步遊客必須支付 8 英鎊，其中 6 英鎊會給徒步導覽員，而另外

2 英鎊則用以支付該機構的經常成本。琳計畫透過加盟的方式，將她的創業

模式拓展至英國各地的城鎮和城市，以便於遊客能在任何地點發現歷史徒步

導覽員的蹤跡。當它擴展的時候，她也希望能將這個訓練計畫對所有年齡層

的失業人士開放。 

 

德瑞克•麥克盧爾（Derek McClure）（北愛爾蘭） 

德瑞克正在推動提供社會照護服務的社會公司模式，尤其是與學習障礙與精

神健康問題相關議題。他的客戶大多是公部門，而發展模式則是將原本由公

部門負責執行的業務，組成一個配套，由公部門付費給他的企業來處理。目

前為止，德瑞克已經賣出 12 種社會公司模式。 

這樣的模式反映出了德瑞克的經驗－讓受惠者處於就業的環境之中。

舉例來說，「雛菊咖啡館」就雇用了有學習障礙與精神健康問題的人；他們

最初是以志工的身分參與，而後才成為員工。德瑞克解釋給人們工作，能如

何建立他們的獨立性、自信心和人生目標，並讓他們從社會安全福利保障的

受益人，轉變成對經濟有貢獻的納稅人。 

平均來說，其中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員工，透過這些公司得以轉移到主

流的就業環境。德瑞克也觀察到，員工和志工的用藥量顯著地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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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歲的社會創業家創造了什麼貢獻？ 
 

解決高齡化社會的問題－甚至更多 

與其它年齡層一樣，參與我們研究的 50＋歲社會創業家，在經營他們的企業時，

也有非常廣泛的目標。某些案例包含： 
 
 改善弱勢社區中的孩童教育 

 預防當地發生暴力及反社會行為 

 解決社區在文化層面所面臨的問題，如醫療照護權剝奪。 

 
許多專案在某種程度上處理了高齡化的問題，雖然在 UnLtd 的獲獎方案中，並

未明確地要求這點。舉例來說，UnLtd 專案在布拉德福所支持的 50＋歲的得獎

者中，有三分之一的社會創業家選擇高齡化社會相關的議題，作為他們的焦點。 
 
 藉由處理中年人的不活動現象，來促進老年的健康。 

 對 50＋歲的人提供就業幫助 

 在傳承文化技能與傳統給年輕世代的同時，建立跨世代的合作橋樑，來減少

年長者的孤立現象。 

 
目前，尚未有 UnLtd 得獎人因為透過針對改善老年人日常生活所需（如居家環

境改造）的企業樂齡計畫，而得到獎助。這類型的創業需要相當大的資本額，這

些專案中適用的 UnLtd 獎項，無法支援這麼龐大的資金規模。 
 

創造社會和經濟影響力 

UnLtd 最新的年度調查顯示，在 2009-10 的會計年度間，48 歲以上的得獎者每位

平均創造了： 
 
 1.5 個工作機會 

 8 個志工機會 

 13 個培訓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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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年齡層相比，48歲以上的得獎者運作的規模較小。在2009-10的會計年間，

儘管其中大多數的專案仍在運行，他們比其他年齡層更可能沒有產生營業額。 
 
另方面來說，48 歲以上的得獎者中，有五人在 2009-10 的會計年間回報了至少

10 萬英鎊營業額。這反映了先前所提到的：高齡的得獎者更常聚焦在創造社會

價值而非經濟價值，但這股潮流中也有明確的例外。 
 

50＋歲的社會創業家們是缺席還是隱藏起來了？ 
 

到目前為止的證據顯示出，50 歲以上的人－尤其是 60 歲以上者－在社會創業中

呈現人數不足的狀態。這真的是事實嗎？也許他們只是不認同這個稱號？也許

50＋歲的社會創業家真是隱藏起來，同時也是缺席了。 
 
我們的研究發現，概括來說，在從 UnLtd 的工作人員那得知獲獎機會之前，得

獎者們對於社會企業或社會創業幾乎毫無認知或認識。 
 
甚至在得到 UnLtd 的獎項之後，我們所採訪的社會創業家們，仍使用了相當廣

泛的術語來描述自己的身分和工作，但卻鮮少稱自己為「社會創業家」。不使用

這個名詞的原因包含：不確定該詞彙的意思；擔心自己的能力尚未達到成為一個

社會創業家應有的「期待」；或是覺得該詞彙不符合自己的使命。舉例來說，有

的人認為「社會創業」，意味著他們需要從專案中獲得利潤。 
 
另一部分的人則相反，認為他們不被「允許」獲得收入。另外一些受訪者則推斷

社會創業家指的是一個個體，而非群體或是共有的努力。 
 
這些理解表明了下述的可能性： 
 
 「隱藏」的社會創業家們是存在的，他們不知道，或是不立刻認同社會創業

的稱號或語言。 

 擁有絕佳技巧和想法的潛在社會創業家是存在的，而他們不認為自己達到了

成為一個社會創業家應有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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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可以幫得上忙？ 

我們發現 50 歲（含）以上的申請人，面對了以下三個常見的障礙： 
 
 對社會創業缺乏了解 

 對該職位的可信性有所存疑 

 對自身的能力能否勝任該工作缺乏信心 
 
UnLtd 目前的方案評估，已經發展出數個能有效地解決這些障礙的策略，包含申

請前協助、針對性的推廣計畫、行銷資料以及最重要的是，專屬的面對面接觸。

舉例來說，UnLtd 的開發經理（直接幫助得獎者的管理人員）的回報，認為有必

要進行多次的會議和電話對話，以建立信任感及申請獎項的信心。 
 
 

「（當 UnLtd 的）開發經理耐心帶著我，解釋了關於社會創業獎項的細

節，我掙扎了一會兒，我不敢相信有人會給我一個獎，好去進行一件我

想做的事－這太驚奇了！」（琳達，55 歲） 
 
 

在晚年生活中支援且發展成社會創業家 
 

我們的研究對那些在高齡化社會的背景下，致力於幫助社會創業家的人有幾個蘊

含。 
 

高齡社會創業家可以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50＋歲的社會創業家的創業，並不僅專注於解決高齡化社會的問題上。然而，有

許多例子是關於年長者經營的企業，致力於用創新的方法解決人口老化的問題，

因此，有證據顯示社會創業家，在解決高齡化社會的問題上，已經開始發揮作用。 
 

潛力無窮 

我們已知社會創業活動對老年人本身的助益，以及可創造的社會價值。但 50 歲

以上的參與比例仍低，且 60 歲以上的參與率更是劇烈下降。50＋歲的社會創業

家可能被隱藏了，也可能缺席了。然而，增加在此年齡層提升社會創業的參與量

上，似乎仍擁有巨大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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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同的動機、野心與角色 

處於生命晚期的社會創業家，所擁有的抱負和所需保障的需求，似乎隨著他們的

經濟和社會背景而有所不同，而 50 歲、65 歲或超過 70 歲所處的背景也將有所

不同。社會創業在年長者的生活中，可以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 
 
深入了解這些因素為何，並如何隨年齡變化，將會幫助機構發展出更適當的方法

來與他們合作。 
 

發展適當的支援管道 

我們目前的證據顯示： 
 
 機會的呈現和溝通的方式十分重要。務必釐清成為社會創業家的意義，表達

這是所有年齡層的人都可以做的事，並說明其可呈現的不同形式。 
 
 直接與年長者合作，蒐集點子並解釋社會創業可以如何運作，將有助於增加

參與量。對 UnLtd 來說，這意味著讓資源投入擴大宣傳、申請前之幫助和

指導。 
 
 

研究 
 

本報告立基於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資助，針對 50 歲以上的社會創業家之博士

研究計畫，以及 UnLtd 的專案評估報告。它借鑿了四個數據來源： 
 
 20 次與 50 歲以上成功的社會創業家之深度訪談，7 當中許多人的專案都由

UnLtd 所扶助。 
 
 持續性評估 UnLtd 之樂齡相關計畫，截至本文撰寫期間，已包含 34 次與創

業初期社會創業家的訪談。 
 
 5,426 位跨所有年齡層的得獎者的量化數據，包含 982 位 50 歲以上的社會創

業家。 
 
 UnLtd 現有關於所有年齡層的社會創業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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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那群瞭解深入且體驗豐富的人。如果將我們所有的經驗丟棄，

這社會將會損失許多。」（勞拉，63 歲） 
 
 

注釋 
 

1. Levie, J. & Hart, M. (2010). ‘What distinguishes Social Entrepreneurs from 
Business Entrepreneurs? Insights from GE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SBE 
(Institute for Smal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Conference 2010. 

 
2. Hart, M. & Levie, J. (2010).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 United 

Kingdom 2010 Monitoring Report. GEM. 
 
3. Citizenship Survey April 2010 – March 2011,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published 22 September 2011 
 
4. Levie, J. & Hart, M. (2009).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 United 

Kingdom 2010 Monitoring Report. GEM. 
 
5. Harding, R. (2006).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United Kingdom 2006. 

GEM UK Foundation for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London Business 
School. 

 
6. Marshall, V. & Taylor, P. (2005). ‘Restructuring the Lifecourse: Work and 

Retirement’, in Johnson, M.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ge and Age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77 

 
7. Social Entrepreneurs who have been running a project for over 4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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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UNLTD 
 

UnLtd 的使命是去接觸那些能夠改變他們居住的周遭環境的人，並發掘他們的潛

能。我們稱這些人為社會創業家。我們對新生的社會創業家提供財務及非財務的

創業支持，並對小量的社會創業家提供發展扶助，以擴大它們的社會創業規模。 
 
UnLtd 目前或最近以人口老化為主軸的專案包含： 
 
 布拉德福銀髮族先導計畫 (The Bradford Older People’s Pilot programme)－

此計畫現已完成，幫助了 18 位 50 歲以上的社會創業家。 
 
 英格蘭與威爾斯「參與」計畫 (The Engage England and Wales programme)－

幫助 30 位 16 歲以上的社會創業家，他們的專案重點皆是處理高齡化社會問

題。 
 
 北愛爾蘭的「點燃」計畫 (The Ignite programme)－最終幫助了超過 100 位

50 歲以上的社會創業家。 
 
此外，UnLtd 的核心獎項計畫和許多我們的外部資助計畫，皆對所有年齡層的申

請人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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