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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摘要 
 
1. 本評估旨在評量被認定為極度貧困之環境 (multiply deprived environment)，對

新十字門計畫 (New Cross Gate Programme) 之社會創業者的影響。本計畫為

UnLtd 與新十字門之「新制社區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 (NDC)」共同主辦

的夥伴計畫，於 2005 年十月開始提供獎助金，並於 2008 年十月進入尾聲。 

(譯註：New Cross 係位於倫敦南區之行政區。) 

 
2. 我們的宗旨為，強調經驗學習並產生可行建言，以了解如何對這些人士在面

對挑戰時提供最佳支援，以強化他們在新十字門企劃案之影響力。我們也透

過影音通訊 (Video Letter Exchange)，試圖揭櫫他們與外界在支援需求及所面

對之挑戰上，是否有所不同。我們進行一份調查研究，以查證得自影音通訊

之洞見，而最後由智庫團召開三次會議，討論一些能改善社會創業者在該區

域進行社區再造之實用步驟。 
 

3. 然而，考量社會創業者對克服貧困與剝削方面潛在角色之廣泛興趣，本評                 
估報告在可行的前提下，試圖尋求強調在其它貧困環境中，較可能被社會創

業者予以應用之結果。 
 
4. 整體而言，在新十字門中起步較早的 (early start) 社會創業者，較能獲致始

料未及的地方支持；這些有心人士渴望參與地方上的變革同儕社群，得以結

識良師益友及同儕支援。許多人認為，一個給社會創業者專用且租金低廉的

實際空間或聚落 (hub)，將符合對辦公室與會場空間的需求，同時亦能促使

這類社群在具有共同需求與利益的環境中發展。 
 

5. 本評估報告發現資金矛盾 (funding paradox) 的存在。簡而言之，處在「社區

新政 NDC」實施範圍之外的社會創業者，雖然一樣也在對抗貧困，但是相

對卻處於較不利之地位，因為他們無法取得 NDC 的支持資源；但其在新十

字門內，產生「軟性 soft」而非「硬性 hard」成果的對手，也面對相同命運。 
 

6. 能親身目睹當地服務對象生活或當地情況所受的實質影響，對激勵早發型社

會創業者 (early start social entrepreneurs) 上極具效率，因為他們得以經歷建

立新方案過程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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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整體來說，地方社區欣然接受社會創業者的創業計畫。來自當地居民、企業

與組織始料未及的熱烈支持，證明了所謂的「陌生人慷慨效應 Generosity of 
Strangers Effect」。該效應通常在創業初期最為明顯，此時正是社會創業者忙

於設立企劃案，且學習有關所需相關資源、需求及利益團體之際。 
 
8. 整體而言，社會創業者需要有一支援模型，使之能夠有效率地經營並發展其

方案。然而，新十字門得獎者認為最具有價值的是，來自本計畫的發展經理

及原本即存在之個人或專業聯繫網絡的支持。 
 

9. 城市內貧民區多元的人口組合，似乎為社會創業者創造更多的機會，去促進

及鞏固社會資本與凝聚力。那些遍及社會斷層線 (social fault lines)，優先化

高度參與及合作性的企劃案，更是強化了這個機會。 
 

10. 但是，為了延續營運及持續產生貢獻，早發型社會創業者通常需要財務支援；

但因為缺乏能同時為企業投資者與慈善基金會及其他資助者所能接受之法律

架構，使得獲取支援之路，顯得相當困難。但一些經營有成之企劃執行者，

在新十字門智庫會議中，針對此挑戰已有相當程度之討論。 
 

11. 在 UnLtd/NDC 獎項活動之後，對大多數新十字門的社會創業者來說，持續維

持企劃營運，仍具有相當挑戰性。若無進一步的資金或投資，這些企劃案將

無法滿足持續攀升的需求，迫使他們必須婉拒新客戶且放棄新的參與機會。

不過關於許多企劃案的預期財務持續性之調查，結果令人鼓舞。 
 

12. 然而，資源緊張 (resource constraints) 是很現實的問題，而無法因應基本營

運需求－最急迫者如合乎經濟的辦公及會議空間－社會創業者將難以發展其

能力或企劃案。 
 

13. 同等重要的是，建立讓志趣相投的個人，能彼此分享靈感、知識、專業及技

能的人脈網絡。 
 

14. 得獎者一般預期，此類社群的演化，較可能會圍繞在分享建言與知識及考量

進一步合作關係的空間或「聚落 hub」。 
 

15. 對大多數的得獎者來說，時間是稀有資源 (scarce resource)。若在某特定方案

中的資源，不足以提供更多該領域之正式訓練，則支持社會創業者面對該挑

戰的其中一種方式，為利用發展經理之設置，將企劃管理及時間管理技術傳

授給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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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得獎者預期輔導能允許個別的早發型社會創業者，獲得來自有相關背景、經

驗老到社會創業者的建議與洞見。 
 

17. 在新十字門的社會創業者，似乎認為其未來視資金的獲取而定，而非仰賴其

企劃產生收入之能力。 
 

18. 許多得獎者並不認為自己與「社會創業者 social entrepreneur」這個詞有甚麼

關聯，且並不了解其架構背景。對將社會創業應用在每項我們所支持的企劃

案有進一步理解，有助於得獎者整合及平衡其創造營收－或者一方面未來能

有此願景，另一方面則同時追求社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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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本評估行動 

在2005年，社會創業者基金會UnLtd及「新制社區」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
以下稱 NDC）在倫敦東南方的新十字門展開社會創業行動。這項為期三年的合

作方案在 2008 年十月畫下句點，而我們也藉著這個機會，評估已達成或未達成、

已學習之事項，及如何將這些經驗，與同樣在極度貧困環境中，以社區再生為宗

旨並鼓勵（地方）個人參與的公、私及第三部門之後續方案分享。本計畫全程將

新十字門個別社會創業者的參與列為最重要之項目，而本項評估亦是如此－透過

質性研究的視訊訪談 (on-camera interviews) 或影音通訊 (video letters)，讓樣本

得獎者與新十字門以外地區，同樣獲得 UnLtd 支援的其他得獎者進行交流。本

架構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得以了解選擇的本質與在極度貧困環境中，社會

創業活動所面臨的挑戰，並與在較不貧困地區的同行相比，所面臨的這些挑戰之

不同程度何在。我們的宗旨不僅只於闡述，而是將這些學習付諸實踐，創造可行

的建議，以提供後續在此類似環境中運作的個人及組織所提供的支援活動作參

考。 
 

計畫之脈絡與背景 

UnLtd 與 NDC 間的合作關係，於 2004 到 2005 年之間，在新十字門進行了一項

試驗計畫。但目前這個新十字門計畫，對納入本評估之社會創業者的支持始於

2005 年十月。 
 
本計畫目標為辨識並支持七十項企劃構想－其中在試驗階段即已有二十四項受

到支援，另四十七項係於 2005 至 2008 年在新十字門的計畫；所提供之支援包括

高達兩千五百英鎊的獎金，連同非財務支援或為期一年的獎金。此方案尋求達成

下列目標： 
 
 對辨識在地議題與問題之解決方案方面，賦予 NDC 居民較為重要的角色。

我們殷切期盼信心不足的目標個體能與既有措施做連結。 
 

 對具有好點子的居民，提供靈活及方便的輔導與密集的一對一支持，使得這

些點子得以發揮。 
 

 使 NDC 的居民能夠建立新的社區方案、社群團體或社會計畫。 
 
 NDC 資金獎勵期過後，鼓勵個人將其企劃發展成社會企業或社群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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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那些未來能發揮影響力，並更有效率地取得在地服務的地方居民，成立一

個人脈網絡。 
 

此外，本計畫旨在促進 NDC 策略成果。本計畫支持的主要 NDC 主題為「社區

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 (CD)」，具體針對下列成果： 
 
 CD1：在地方決策過程，增加社區參與。 

 
 CD2：在 NDC 區域增加直接參與服務提供的社群團體／組織的數量。 
 
本計畫發起人亦希望，此計畫所資助的企劃案能對 NDC 的其它主題－社區安全

與犯罪防治、就業與創業、環境及健康等亦有所貢獻。因此，這份評估除了原本

所關注的議題，本報告亦尋求探索針對這些成果之影響。 
 

評估架構與研究方法 

本評估以針對得獎者的經驗與建議上的效度進行量化「測試」，以平衡一些得獎

者（利用影音通訊）之質性敘述。此外，本評估試圖鼓舞一種動能，以及根據可

行建言，一個足以支撐此動能的利益相關者之網絡。我們的目標在於確保這份評

估不僅只於陳述，還希望能鼓勵組織及個人共同參與實踐所獲得的認知。由於新

十字門的 NDC 計畫重點在於社區發展、參與及賦權，而 UnLtd 的信念是個人擁

有獨特的優勢，得以辨識需求並推動持續性變革，因此這份評估整體上，由得獎

者活躍地參與、所持認知及優先性所支配。此參與元素 (participatory element) 在
強調將所學經驗付諸實踐的智庫會議中獲得支持。 
 

評估之四個構面 

本評估以下所描述之每個構面，對後續構面提供詳細資訊，使得衍生自前項構面

之結果，得以獲得進一步之檢驗，並在下一個構面得到進一步之精煉。評估中所

敘述之不同構面的設計，用於在評估末期，激發由集體利害相關者所組成的智庫

會議所產生之行動計畫中達到頂點。 
 
影音通訊 (Video Letters) 

本評估報告質性證據之蒐集，係透過以來自新十字門與英國其它地區，經營類似

企劃的得獎者樣本所錄製之「影音通訊 video letters」。利用視訊訪談 (on-camera 
interviews)，對每位影音通訊者提問八項相同的問題，並接著邀請參與者訪問其

他影音通訊者四項隨性的問題（參見附錄 1—影音通訊採訪指南）。結果即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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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得獎者之間的線上即時影音訪談。影音通訊讓受訪的得獎者能夠與其同伴分享

資訊與經驗，並提供 UnLtd 豐富及創意十足的質性資料來源。在二十位參加者

中，總計進行了十次影音通訊－其中十位來自新十字門，而另外十位則來自英國

其它地區。 
 
在招募新十字門得獎者的影音通訊夥伴時，只要可行，都會尋求在空間上及社會

上與新十字門不同的對象，如此我們才能將注意力放在所謂「惡劣」環境，在社

會創業者的經驗中所扮演的角色。1 
 
初步的訪問影片接著被剪輯成短片，試圖檢視及強調社會創業者在描述需求、貢

獻及所面對的挑戰時，地理空間與人口因素所扮演的角色。這是 UnLtd 與影音

通訊參與者間的合作方式，而所有參與者被邀請揀選其認為最重要的影片部分。

UnLtd 雇用專業剪輯師與負責處理此份評估報告的研究人員合作，將影音通訊製

作成有連貫性的記錄片。 
 
值得強調的是，我們所提出有關支持方面的問題設計，旨在引發自發反應，以便

我們辨識支持行動的缺口來自何處，以及我們及與社會創業者合作者，應如何改

善我們所提供的支持行動。 
 
至於使用影音通訊有助於增加學習方面，評估團隊得知，該法在兩位受訪者及評

估團隊間，提供了極具合作性及參與性的三向豐富資訊交流。影音通訊為每位受

訪者提供絕佳機會，去學習在類似企劃領域中，其他得獎者的經驗，互相透露一

些實用／緊密相關之洞見、建議與問題的解決方式，以及在與資助者進行「傳統

式」面談時，所無法提供之意見分享。參與者除了能對其同伴提問自己的問題，

亦可以傾聽來自這些同伴對於我們所提出問題的回覆，這樣不但提供了學習的機

會，也可同時彼此分享資訊、專業與經驗。事實上，所有影音通訊參與者都對這

項系統抱持著肯定的態度，並常常想與其同伴見面或聯繫－這也是評估者所樂見

的。 
 
要讓此面談形式能順利進行，每位接受訪談者須做好事前準備。參加者應事先盡

可能詳細了解關於影音通訊的資訊，並有足夠時間詳加思考自己對於標準問題的

回答及其希望對同伴提出的問題。在本方法功能發揮至極致時，隨著每項新的文

件交流，本方法需要由雙方根據他們的相關經驗與需求，進行幾個循環的對話及

比較分析，以增加深度與細節。而且，影音通訊亦須要評估團隊滿足不同的需求

組合。評估小組認為重要的資訊，並不一定與影音通訊參與者所感知的資訊價值

相同。影音通訊亦為創意提供了相當大的潛力，並在恰當的行動計畫中，適度地

包含行動中企劃之影片，尤其是此評估報告所關注的有關環境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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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來的評估採用此法，建議探尋採用實惠的撰寫軟體，讓參與者得以在線上分

享其文件。這會促進參與者間進行更深入的合作，並為解決孤立的問題，創造了

另一種良藥。另外，對有興趣參與最初的面對面會議或慶祝／交流活動的影音通

訊參與者而言，這類活動從一開始，即能促進深度交流。 
 
調查 

本調查用以測試浮現自影音通訊面談的調查結果。除了在影音通訊中自然出現的

問題外，本調查亦處理下列範圍內的問題： 
 
‧ 對來自 UnLtd 發展經理計畫輔導支持之實用性評估 
 
‧ 建立其企劃案時所面臨的挑戰 
 
‧ 在基礎結構上、營運上及支持上的需求 
 
‧ 經驗學習 
 
‧ 對交流機會的興趣 
 
這份調查藉由郵件及電郵寄發給 111 位得獎者，其中 70 位是來自新十字門的所

有得獎者，以及 30 位與新十字門 10 位受訪者配對為潛在或實際之夥伴。另外，

為了提高新十字門以外地區的得獎者回覆率，並因此擴大控制組（即在全國各地

營運的得獎者）規模，此份調查亦會有三天的時間張貼於 UnLtdWorld（一個專

為社會創業者架設的 2.0 網路平台），以測試我們針對此特定環境與背景所做的

調查結果。針對我們握有的有效聯繫方式，後續並以寄發電子郵件與電話持續追

蹤。 
 
為了使回覆率達到最大化，我們盡可能簡化調查並優先使用選擇題，並在適當時

機，另外提供自由回答的選擇（參見附錄 3－包括調查問題與調查資料收集摘要）。

我們在 UnLtd 的不同員工中試用此調查，並且提供小額的金錢激勵，而非直接

透過我們欲尋求答覆的得獎者。但回覆率仍舊不如預期，僅僅 20+%的人完成了

調查，而我們最後總共獲得 33 份調查樣本。 
 
智庫 (The Think-Tank) 

智庫存在的主要目的有三方面。 
 
1. 審查並討論（自影音通訊及調查所得知的）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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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聚焦於如何將主要調查發現，精煉成適用於短期與長期的可行建議。 

 
3. 嘗試為願意承諾積極支持，欲在新十字門推動正向社會變革的個人及社群團

體之利害相關者建立網絡。這項交叉討論會議目標為，克服障礙性假設並在

社會創業者、政策制定者、城鎮規劃者、私營部門及其他支持組織之間培養

工作關係。 
 

智庫成員的組成，尋求納入來自新十字門的得獎者、社會創業者代表與於其他

NDC 地區設立企劃案的代表、來自新十字門 NDC 的代表、地方議會、有制定相

關企業社會責任議程的私部門代表、國家政策制定者及其他對城市貧困議題及社

會創業者有特別關注的支持團體。我們亦尋求納入至少一位來自新成立的新十字

門信託 (New Cross Gate Trust) 的成員，這是 NDC 鼓勵社區參與決策制定的傳

統。我們這麼做的目的為提高持續性，並希望智庫會議在促進變革方面，能持續

扮演要角，而且在此項獎勵計畫結束後，能持續建立合作關係的可行性。 
 
然而在實務上，並非所有受邀的利害相關者皆能出席；某些成員在三次會議中，

只出席了一到兩次。雖然，來自新十字門，參加影音通訊的得獎者，持續頻繁地

出席這些智庫會議，但是其他利害相關者，尤其是直接參與新十字門企劃案者的

持續參與度卻不如預期。但是，在缺乏一個組織，能長期配合社會創業者且能強

化及支持他們之貢獻的情況下，所獲得的洞察力及所發展出來的行動計畫的水準

顯示，這類智庫會議能以由在地社會創業者所推動之方案的形式持續運作。這些

討論已彙編成「行動計畫草案 Draft Action Plan」（參見附錄二）。遺憾的是，隨

著新十字門計畫逐漸進入尾聲，由於工作人員能力有限，加上智庫會議的出席率

不如人意，這意味著在撰寫本報告時，該行動計畫尚未流傳開來。 
 
推廣行動 

根據社會創業者雙方參與的影音通訊交流所製作的的短片，其製作與編輯方式適

合提供給最近成立的新十字門信託、新十字門 NDC 及其它一般 NDC 區域，作

為借鏡資源之用。決定採用後製公司是為確保其專業性及可行性，以充分利用得

自影音通訊豐富影片的經驗。2  
 
我們的評估調查報告，將會於 2008 年九月在新十字門計畫順利完成的慶祝會上

發放－我們屆時將放映根據影音通訊所製作影片的片段，並為包含受邀至智庫會

議的所有利害關係人呈現我們的關鍵調查結果。我們亦期盼藉由結合評估報告發

表與慶祝活動，將會為新十字門帶來更多深入的知識分享與需求及經驗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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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者 

UnLtd 有著一群訓練有素並熟悉研究技巧的研究團隊，能在敘述、分析並詳盡

闡述經驗、支持需求及挑戰方面，與社會創業者進行有效溝通。我們的研究人員

對專門設計評量一對一輔導的效率性，或社會創業者和其發展經理人之間的「輔

助關係」之評估工具，亦有相當經驗。 
 
研究方法警語 

本評估報告，著重來自新十字門的得獎者及當地利害相關者的參與。然而，經過

思考，當初如有足夠的時間與資源，我們認為本報告應該包含另兩組焦點團體的

意見：一方即為在計畫展開時，就支持新十字門得獎者的 UnLtd 發展經理，另

一方則是新十字門 NDC 的關鍵工作成員。當初如能這麼作，則此份評估報告即

能夠充分吸取所有在當地支持社會創業者的人士及社會創業者本身的見解與觀

點。而本報告所提之見解，只限於智庫會議中所收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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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地方民眾依照當地需求制訂當地解決之道 

我們所面談的新十字門得獎者共同的渴望，即是對其生活周遭環境帶來正向社會

變革。這十位來自新十字門的受訪者所經營的企劃案，皆是明確針對當地環境之

特定需求與挑戰。相較於由 UnLtd 支持之其他得獎者，這些企劃著實不同凡響，

與在英國其它地區，那些企劃似乎仍在「漂浮 float」的廣大受訪者（所謂「控

制」組）比起來，正好相反，因為這些人的企劃較不常受限於當地環境及當地社

區。在這整體的趨勢中，唯一的例外就是一位名叫艾莎 (Aicha) 的年輕女士，她

的企劃，為在 Riverside 的年輕難民建立臨時（社會服務或慈善機構為民眾開辦的，兼

諮詢服務的）社區活動中心 (drop-in community centre)，亦正巧坐落在市區的貧民

窟。 
 
由 UnLtd 研究團隊 (2008) 所指導的為期五年敘時研究計畫，顯示出兩種主要的

社會創業者類型。我們發現的第一種類型為受到個人經驗所趨，此種人的企劃通

常聚焦於自身所面臨的社會需求或挑戰。這類變革者被歸類為傳記類社會創業者 
(Biographical Social Entrepreneurs)。另外那些受到策略性機會或「缺口」所趨者，

則歸類為職業型社會創業者 (Career Social Entrepreneurs)。這類變革者經營企劃

的方式，傾向於處理他們並未親身經歷，他人也無法有效率地處理的問題。在新

十字門，這兩大類社會創業者皆明顯存在。但新十字門參與研究評估之社會創業

者，他們執行中工作的焦點與自身所提報的影響力範圍，傾向集中於針對處理當

地環境議題。3 
 
調查結果顯示，根據 59%的得獎者，開創一項企劃的次等重要的動力，即是想解

決社會需求之渴望。大多數回應者 (67%) 指出，發起其企劃的主要原因，就是

基於個人經驗。這顯示在新十字門的大部分社會創業者，皆是傳記型社會創業

者。 
 
至於新十字門的環境，多數人稱其所處環境為城市者占 54.2%、市中心區者占 
45.8% ，以及急需社區再造 (regeneration) (41.7%) 或經歷再造中 (29.2%)。由此

可見，根據官方數字以及居住於當地變革者的認知，新十字門稱得上是極度貧困

的區域。而促進新十字門地區再造，以及在該地區鞏固正常運作社區的需要，對

來自該區的影音通訊參與者所給予的企劃說明而言，似乎構成了顯著的激勵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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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制訂新的服務來滿足當地需求 

由我們在新十字門的工作上看來，顯然社會創業方案，能透過擴大機會及取得公

共服務來幫助當地社區。 
 
舉例來說，莎朗 (Sharon) 受到本方案之支持，建立了一項另類療法 (alternative 
health) 計畫，該方案意圖為整個新十字門社區帶來另類的健康療法： 
 

「…對我來說，新十字門需要一項新的健康選項。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有醫

生做手術。不僅如此，我在新十字門實際發現一個另類療法店，就在離這兒

不遠處，但這種療法要價不斐！我記得我以前常從那兒經過，並想著：我很

想進去，我希望我有能力從事他們那類的工作，但我從沒（財務）能力實現

這個想法。我曾去探聽（療程）價格，但它實在太貴了。我想：那麼，這類

昂貴的服務是給誰使用？若它就明明存在社區中，而居民卻無法得到該服務，

那這服務是為誰而存在的？這樣的服務存在的意義在哪裡？於是我接著想：

那麼，勢必要有人付出心力，致使讓我和其他像我一樣的人，能得到這種另

類療法。因此我四處奔走，並建立一個另類療法診所。」 
 
 
凱倫 (Karen) 受到本計畫支持，於當地學校成立一個合氣道（一種武術）班。

在她接受面談時，凱倫已經經營這項企劃案將近一年了，五到十六歲的男孩及女

孩對該課程有同樣高度的需求。最初是當地父母們請求，讓她為孩子們設立該課

程，而現在父母們亦提出請求，請她也為成人開設這項課程。凱倫目睹其開設的

合氣道課程對其學生身體、心靈及社會，都產生相當正面的影響。 
 

「我認為（這項訓練）在那些選擇上合氣道課程的孩子身上，所產生的影響

真的很驚人。我們那些有學習障礙的孩子，而那些體能活動與協調活動顯然

真的能幫助他們建立自信與自尊。我覺得在這個時代、這個年齡的孩子，並

沒有太多體能運動，可能是因為其它活動佔去他們大部分的時間。我認為就

自我防衛而言，真的是太棒了...由其是對女孩來說。當你置身戶外...以及當

人們受到攻擊時，你明瞭你不必選擇逃跑或回擊，你可以嘗試其它方式解決，

這種自信的感覺是很棒的事…我認為參與一項男女合宜的活動，而非只是足

球或舞蹈，亦非傳統上性別獨占的活動，是一件值得推廣的事。我覺得大家

互相交流接觸的感覺真的很棒，因為這是由自己親力完成的事，他們必須實

際碰觸彼此、通力合作、彼此做應對進退並且相互尊重。我認為這是此影響

力非常重要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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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倫也感受到，其所提供的課程，能夠透過轉變年輕族群對人身侵犯與對街頭鬥

毆及犯罪所帶來的身分認同的觀念，進而促進在新十字門地區暴力犯罪的減少。

此項預期的影響力也與在地環境相關。再者，根據迄今來自父母、學生及當地學

校的回饋，凱倫認為只要資源充足，她的企劃仍有顯著的擴展機會。這個擴展的

規模可以被解讀為，她的企劃已成功地滿足當地對此類服務的需求所帶來的結

果。 
 
在新十字門，其他由 UnLtd 與 NDC 計畫所支持的企劃，包含旨在降低獨居自宅

或安置中心的年長者所感受的孤立感的一項服務。由泰瑞莎•吉布斯 (Theresa 
Gibbs) 及「黃金年代 Golden Years」負責營運的服務，如今已獲致 UnLtd 的第二

級資金。4 
 

「我從中得到的喜樂，看見其中一些人現在這麼快樂，尤其一些人轉變甚大，

從一開始的拒絕與他人溝通－如今，他們可以隨時走入門，並輕鬆地說：「嗨！

泰瑞莎，你今天好嗎？」，並且他們還是主動開口的人！雖然這樣的變化，

得耗上數月才能達成，但剛開始時，他們（的狀況惡劣到）只差一步，就會

被送到療養院去度過餘生…你知道的，只差一步就得淪落到療養院去了…他

們到目前為止的轉變，真的是太驚人了！」 
 
 
這些企劃顯然正促成在地服務能有更多的選擇並更容易取得。調查的結果證實了

此項發現，該結果顯示 62%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已創造一種全新的服務（參見附

錄 3）。 
 
營運這些企劃案的人，見證了其企劃案為新十字門的居民帶來的益處，並深刻感

到未來可能在社區內產生的潛在影響。訪談資料分析顯示，親身見證對服務對象

生活或當地環境有形的在地影響力，是一種透過建立新企劃的挑戰性過程，激勵

早發型社會創業者的有效作法。 
 

社區參與及公部門投入 

除了提供服務，這些企劃亦能促進及培養參與感，並且於新十字門在地居民間，

擴展地方掌控權。該些受訪者感覺到，當地人士的參與度及掌控權，大幅提升了

新企劃的影響力與效率。舉例來說，米娜 (Meena) 與新十字門小學合作的園藝

企劃的原則是，孩童、家長、學校及其它當地利害關係人長期持續地深度參與。

在校方允許及米娜本身做為推動者來支持此活動的前提下，孩子們在特定的範圍

內，自行決定想做甚麼，並用自己的力量設計及實行之。她相信這項企劃，長期

下來，將為新十字門的年輕族群，帶來與日俱增的掌控權、責任感及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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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 必須進行這項企劃；他們必須想出一些點子。我會建議一種方法，

但你是知道的，就像用柳條建一個隧道，他們有興趣的就是要一個隧道，讓

他們能跑來跑去，因此我們便作出一個隧道、一個圓頂小屋「伊格魯」 (igloo) 
及一個可以坐著的空間。他們必須自己動手做；他們必須自行思索。我認為

此處是一個有很多短期居住的地方，所以你會看到有些人只在這裡住個一兩

年，然後就搬走。所以，你知道的，若他們感覺能對這個社區擁有多一點參

與感，也許他們會想停留久一點。由其對孩子來說，這是一個創造鄰里的絕

佳點子。」 
 
 

 
Willow tunnel igloo 

 
 
同樣地，另外一位新十字門得獎者蘿絲敏 (Rosemin) 則談到了當地居民不僅是

要參加，而且是積極參與追求社會變革的重要性。她在自己的企劃「文化交流

Swapping Cultures」中，訓練年輕族群，使其有能力成為領導者；該企劃並且發

展一種溝通工具，幫助年輕族群改善溝通技巧，以跨越社會、文化與種族藩籬。

在與其年輕客戶並肩努力下，蘿絲敏設計了一個四階段的流程，最後可導致一個

行動。這些行動範圍包羅萬象，包括從在地公園與其他年輕人討論一項議題，到

提供學校或地方會議培訓等等。 
 
就能夠影響基層公部門政策及實施而論，米娜與蘿絲敏兩人皆談到了握有掌控權

的益處。蘿絲敏企劃中的年輕參與者，欲使資源回收付諸實行。雖然地方議會原

先即已研擬計畫，展開資源回收，但該團體鼓吹盡早執行回收計畫，而如今在她

的地區，已開始進行每週一次的資源回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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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米娜聲稱由於其園藝企劃的成功及結果數據資料，孩子們已有些許能力，

要求決策者對其所做出的承諾負起責任： 
 

「這太棒了！這太棒了！你覺得這真的太好了，在馬路對面有一棟 NDC 建

築物，還設置了綠色屋頂，你一定會覺得棒透了！但它還在計畫階段，這是

必要的，並計畫要做一個城市菜園 (allotment area)，接著你會認為，好啦！

我們將會要求你兌現你的承諾。當然，因為你要蓋建築物，這會花上一大筆

經費；而現在肯德爾 (Kender) 小學的孩子們已小有名氣，所以他們會撥電

話給我們，請我們在四處做綠化工作。而接著你便會想，若你違背了在綠化

方面的承諾，我們的聲譽將成為你悲慘生活的源頭。我們就是這麼辦！太棒

了！」 
 
 
參與包含在評估報告內的那些企劃，顯然不僅僅是一項道德選擇 (ethical choice)，
而是策略抉擇 (strategic choice)。大部分受訪的社會創業者已表示，其以參與來

宣導他們所提供的服務性質與形式。我們再次發現，調查結果證實了這些企劃在

提高參與率之影響力的重要性，因為有將近一半 (48%) 的回應者認為，透過其

企劃，他們「提高了在公共與社區生活上的參與率」（參見在附錄 3 內 Q16 的結

果）。 
 
此外，在一些案例中該程度的參與感，轉變成當地掌控權意識及一股集體的信心，

而這些轉而鼓舞在地居民，按在其參與企劃期間所浮現的需求及重要性，投入當

地公部門組織活動。因此高度的參與，似乎提升了公部門組織高度投入的可能性。

然而，發起企劃的社會創業者的興趣，顯然亦與公部門投入程度有關聯。隨著公

部門對社會創業者所扮演的支持角色越趨重要，尤其是在較難取得私部門投資的

極度貧困環境，公部門對社會創業者支持程度就很值得研究。 
 

綜觀大局：受益並建立社會資本 

由前項討論明顯得知，由在地居民涉入企劃時，在新十字門有高度比率的企劃使

用了參與式方法，並於過程中產生策略利益。參與會提高地方對營運企劃的掌控

權，也如上述所言，似乎與更高度的公部門投入相呼應。但評估報告中的社會創

業者，對社區建設的貢獻並不只於此。在新十字門的社會創業者，受益於以普遍

正向態度接納其企劃，並出乎意料地積極提供鼓勵及實質支援的當地居民。相對

應的，在所創立的企劃中，有相當高比例（63%）受訪者認為，其營運企劃目標

為建立社區凝聚力。透過獲得所料未及的高度在地支持，並且使用能讓群組做更

深入交流及合作的方法，這種在地方環境中，植入一項新的機制過程中的「互信

互讓」，成為在此評估報告中，最強而有力的結果之一。 

16 
 



 

 
這項調查結果進一步強調這點。在推廣本企劃的過程中，這些社會創業者因著這

項計畫而獲得支持，發現區域內有高度的參與率，包括當地居民 (83%)、社區團

體 (67%) 及當地學校 (63%)。但令人驚訝的是，在新十字門私人企業投入的比

率相對較低。這點意指社會創業者與此區域私營部門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對話有待

加強，因為這樣便能更進一步提升這些變革者，在社會與環境再造方面的影響

力。 
 

 
 
 
而從對得獎者個人影響的研究結果得出，必須注意的是，雖然有相當高比率的人

宣稱自身受益於技能開發且經歷動機增強，NDC UnLtd Award 最重要的個人影響，

即為「增加我與當地社區的連結」 (85.7%)。 
 
由上述得知，顯然早發型社會創業者與在地居民、當地學校與社群團體之間的關

係，相當活躍並有支援性，但與在地經營的企業之關係，卻仍有待開發。 
 

建立一個社會團結凝聚的新十字門 

本評估報告的結果指出，透過新十字門得獎者所發起之企劃，本計畫為個別社會

創業者與居民、當地組織與不同文化或「族裔」群體之間，促進有效的交流活動。

這種族群間的交流與合作，反過來有助於促成社區網絡與培養社區團結。在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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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門的社會多元背景下，在促成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與文化背景者之間的積極互動

及溝通方面，這些早發型社會創業者則表現地效率十足。 
 
雖然一些企劃直接促進改善來自不同文化與「族裔」背景的年輕族群間的溝通，

例如蘿絲敏的「文化交流」企劃就是如此，而另一些企劃則促進團體之間的間接

溝通及互動，例如米娜的園藝企劃。此即米娜所提的「靜默溝通 quiet 
communication」。 
 

「…接下來是各地不同的社區及他們想要種植的植物，而你正想著，那位非

常安靜女人的兒子與我兒子同個班級，她卻從未與我交談過，而今年她卻給

我一大袋她想栽種的種子，只因為這些種子來自她的祖國。這就是一種溝通，

但是一種靜默溝通。我很喜歡這種方式，沒有任何拖泥帶水。」 
 
 
在訪談中，對新十字門文化多樣性的高度讚賞，顯得特別突出。我們在十位受訪

者中，問了其中七位對新十字門的第一個印象是甚麼，而其中有六位就使用了與

多樣性有關的字眼。5 
而且，沒有任何受訪者對新十字門的族裔多樣性表示否定

字眼，也無否定新一波移入該地區的移民潮。在這裡，這股持續增長的多樣性反

而受到歡迎，並廣為接納。 
 
因為在本評估報告中，所有企劃案（只有一個例外）皆分散在新十字門社區各角

落運作，這些社會創業措施可以說是，藉由積極鼓勵來自不同地區、網絡及族群

的個人參與，來促進鞏固此區域內社會資本。 
 
鑒於此計畫對新十字門地區的社會資本及社區凝聚力的貢獻，值得對特定支持形

式及對社會創業者之特定機會，進行進一步深入的研究，不論這些機會可能會提

高或阻礙此效益。對其它與鄰近區域相較之下，同樣被歸類為極度貧困且具社會

多樣性的地區而言，此類研究能帶來有關聯性的見解。 
 
由上述可明顯得知，市區內環境的多元的人口，似乎為社會創業者帶來額外機會，

得以鞏固社會資本與社區凝聚力。而那些強調跨越社會斷層線 (social fault lines) 
的高度參與及合作的企劃案，則大大地提升了此貢獻。 
 

在新十字門早發型社會創業支持者  

在討論過那些早發型社會創業者，在具有高度多樣性的環境建立健全社區的貢獻

後，我們現在轉而討論以正式及非正式方式提供給他們的支持種類，並探討這些

支持形式，對在該地區的社會創業者的工作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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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個人的支持：陌生人的慷慨效應 

上述討論關於地方人士參與度的調查結果顯示，與知名的組織及公部門體系相較，

個別人士與這些社會創業者的參與度最高。十位受訪者中，有四位曾出乎意料地

獲益於當地支持，並在建立企劃過程中，常以正向言論來形容與當地人士接觸的

相關經驗。 
 
以寶拉 (Paula) 為例，她與新十字門的某社區之間並無緊密關聯，因此形容該區

域為「失落的鄰里 lost neighbourhood」。但藉由展開其針對在新十字門地區居住

並（或）工作者的藝術展覽／競賽企劃，她開始嘗試著在藝術社群內的交流，並

欣然接納此活動能帶來的社區意識： 
 

「此處有一個絕佳地點，就是老舊的『路易斯翰藝術之家 Lewisham Art 
House』內的一間工作室，我無從得知其主人是誰，我猜大概是地方議會所

擁有，但我不確定，而相較於其它地區，他們出租的展覽場地相當便宜。就

如你想像的，在新十字門並無太多展覽場地可用，所以此處就是個絕佳地點。

這也意味著，我們將成為原本自己根本不知道有其存在的新十字門社區一部

分，但在企劃開始進行後，我發現在本地的可用場地，實際上比我想像中還

要多，因為此區域顯然有大約 70 位藝術家有時會（免費）開放其工作室／

房子。另外，租了藝術之家後，我會對這個社區有更多了解，因此為自身的

一種地方歸屬感付費總是不錯的，而非僅僅只是存在於某處，我認為我將受

益無窮。」 
 
 
在另一個案例中，米娜表達她感受到來自新十字門的個人、組織及企業的支持與

慷慨，猶如一個令人愉快的驚喜： 
 

米娜：「嗯…我認為我是透過一路求援而來—你是知道的，你會從 UnLtd 拿

到一定數量的金錢，接著你（為能持續進行方案）只能不斷向人求援－而大

家竟然皆同意幫忙！這真是太棒了！太驚人了！因此你從中認識了真正用

雙手賣力工作的人或是在某種環境工作的人－特別是當地企業「Enviroworks 
環境工程」—他們像是一家社會企業，他們訓練著...。但他們為我們付出許

多－他們提供場地、裝備及樹皮片等等。他們真的付出很多。一旦其他人發

現他們也有興趣，他們也會跟進展開付出行動，接著連鎖效果便產生了。所

以這真的很棒！」 
 
訪談者：「所以，以某種方式來說，這算是一個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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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娜：「我認為這是一種絕妙幽默！令人難以置信的絕妙幽默！你知道人有

時會不假思索地反應－我該如何幫你，我何時能夠為你做些事，而這太好了。

因此這是一種難以置信的正向面。我認為你若問了對的人一件對的事，你便

會獲得很好的回應。我覺得我們對人性都太悲觀了，大家都很想幫忙的，大

家真的想幫忙。」 
 
 
相反地，在較富裕的區域，社區意識反而沒這麼強烈。來自薩里 (Surrey) 的妮

琪 (Nicki) 與喬 (Jo) 感覺到，他們工作的社區對於其本身權利方面，並未發揮

提供資源的功能。雖然他們從合作的機構處也獲得一些支持，陌生人的慷慨效應

在相對較貧困的環境中則較為明顯。 
 

妮琪：「…若該地區全面性地都能有較強烈的社區意識就好了！因為我認為

人們之間真的變得太疏離了。並且我也猜測，財富對人們之間的疏離多少有

點影響，我想它隔離了人群情感。」 
 
 
在比較不同背景之早發型社會創業者之社區經驗時，這明顯的背景差異所適用之

範圍，顯然值得進一步的研究（參見本報告文末關於深入研究的建議一節）。 
 
雖然從新十字門早發型社會創業者獲得的證據本質上屬質性證據，卻也顯示當地

社區內，此效應廣大的體現相當振奮人心。儘管僅是間接地，調查結果之一則支

持這項發現。有高度比例 (67%) 的受訪者認為「幫助我接觸人群」觀點，在整

體的社會創業者團體中，在個人顯著影響力上位居第二。調查結果亦指出，社會

創業者在其當地社區尋求來自不同利害相關者的支持與參與，而且來自這些利害

相關者的反應則相當踴躍（參見附錄 3 Q11 – Q13 的結果）。大多數的回覆者表

示，其為當地人士 (83.3%)、社區團體或組織 (66.7%) 及當地學校或教育機構 
(62.5%) 推廣其企劃。緊接著便會有一個關於其企劃被接受度的問題。絕大多數 
(87.5%) 的人報告，其企劃接受度屬於「正向地」或「非常正向地」。 
 
這些調查結果顯示，相較於其他較富裕的地區，像新十字門這樣的區域為社會創

業者提供較多機會，以匯集源自其當地社區的支持。另外，相較於在較富裕環境

工作的同儕，在新十字門的社會創業者，似乎較能從當地社區成員意想不到的給

予鼓勵、實際的支持及物資中獲益。雖然在第二次智庫會議的討論中，已透露出

新十字門內存在已久的社會經濟與不同族裔間之鴻溝，但對新十字門社會創業者

的訪談指出，即使在認知上鴻溝確實存在，當一個由其他族裔之個人所發起的特

定企劃，在不同人口背景社區之成員仍表態支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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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互相做影音通訊交流的社會創業者及該地區中完成調查的社會創業者，新十

字門地區內的公民社會或社會資本，形成一股源源不絕的支持源頭，滋潤起步較

早的社會創業者。 
 
來自公部門體系的支持 

在某些情況下，個別居民所提供的自發性支持會伴隨著當地學校及其它公部門體

系的支持。考量早發型社會創業者所面臨的挑戰，無可辯駁的是，他們需要獲得

來自四方廣大的各類支援。這些挑戰部分原因是由於資源限制  (resource 
constraints) 及特定技術或經驗缺口，而另一部分則是太過於頻繁關注在大量社

會與環境需求上。一個合理的假設是，獲得越多不同形式的支持及有越多廣大支

持者，早發型社會創業者即能保有更大的堅韌力 (resilience)，且其創立的企劃也

更有永續性（然而這點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但是，所蒐集來的質性資料重申

了多元化支持的必要性，下列個案說明此點。 
 
正好與一般人的刻板印象，認為舊市區特色皆為犯罪充斥與各自為政的社群相反，

受訪的新十字門得獎者，恰恰都與特定社區族群建立極為緊密的關係。 
 
舉凱倫 (Karen) 的例子來說，她申請成立合氣道企劃案，並獲得來自其社區不

同族群的持續性支持，包括主辦開班的學校、合氣道學生的家長、NDC 及其年

輕學子： 
 

「我獲得的幫助來自九年級學生－我的女兒支持我教學、我九年級的學生沙

巴斯欽 (Sebastian)支持、我兒子以及一些六年級的孩子亦是如此。我已累積

一些真正熱愛合氣道之學生的支持－重點不僅僅是他們來上這個課，而是他

們真的認為合氣道即是他們的道場、他們的地方，也是屬於他們的特殊場所。

因此對於他們來說，合氣道並非只是一種嗜好，這真是太棒了。我認為學校

在空間方面給予我很大的支持，管理人員在那盡忠職守，一切都很順利，而

他們的空間索價也相對合理適中。目前我仍從 NDC 那兒獲取支持; 馬修•帕
森那吉 (Matthew Parsonage) 最近發電郵給我，想知道我是否還需要哪些幫

助。現在我獲得來自 NDC 的支持，以檢視企劃的執行狀況及給我一些關於

如何擴展企劃的回饋與想法。我已從現在非常贊成我的家長那裏獲得許多支

持，因為他們確實了解我是如何運作我的系統，而他們真的很支持我。你知

道的，我要求學生：你必須一次支付整期的費用，你必須每週出席練習，你

必須穿著你的制服，你必須繫上你的腰帶，即使如此，我還是受到家長全然

支持。而且…可以這麼說，我獲得來自合氣道會友的支持。雖在諮詢方面並

不是很多，但卻獲得許多前輩鼓勵，叫我不論困難，繼續保持行動，持續推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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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案例中，凱倫提及學校與 NDC，連同其學生與家長是該企劃成功的因素。

就如同這種收入成長層面緩慢的企劃案例，與學校、地方當局及像 NDC 那樣的

公部門體系，建立強而有力的連結則變得十分重要。對這種早發型創立的方案來

說，這種由像 UnLtd 這樣的機構及像 NDC 這樣的公部門體系提供的過渡性支援 
(bridging support)，即能發揮強大的貢獻。 
 
新十字門計畫提供的支持 

雖然調查結果強烈指出，透過發展經理或專業諮詢人員，對得獎者所提供的非財

務性支持，經由規劃、實行及維持一個方案受到非常高的評價，但是早發型社會

創業者需要的是財務性支持。 
 

 
 
 
上述調查結果可能產生誤導。因為從目前結果看不出來，這對財務上的需求，是

基於在其它形式的支持派上用場前，亦或相較於非財務性的建言或能力建構，財

務性支持是否一直較受偏愛，因此建議做進一步研究。雖然如此，這已明確指出，

對於起步較早的社會創業者來說，過渡性融資 (bridging finance) 是至關重要

的。 
 
然而，當調查的受訪者轉而評比其所接受的非財務性支持時，結果皆同樣地明確。

他們認為最具效益的即為透過發展經理提供的支持形式。此份評估強烈顯示，此

支援形式最受歡迎的層面之一即為 B 因子 (B-Factor)，即（透過給予獎勵，並隨

後由發展經理付之實行）對得獎人具有產生正向變革能力的信念。這個觀點亦於

近期 (Cullen, 2008) 的評估報告中獲得證實。 
 

米娜：「嗯…我個人認為，兩方不同團體具有相同善意，一方是私立學校校

長海伍德 (Haywood) 女士，而另一方則是想法創意的支柱 UnLtd。我的意

思是我沒有過去的成功記錄足資證明我得想法會成功，而他們卻相信我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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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這真的具有不可思議的助力。若你相信一個人的善意，這善意到哪裡都

行得通。因此，這真的很棒。」 
 
 
這樣的經驗同樣發生在其他得獎者身上，使這項計畫與其他資助計畫有所區隔： 
 

黛芙娜 (Dafna)：「大多數的資助者似乎希望你失敗，但 UnLtd 及 NDC 希望

你成功。」 
 
 
這邊有趣的是 B 因子，事實上這種信念並非只是相信一種想法可行而已，而是

相信一個個體有能力實踐某特定想法。這見解在受訪者評論中的個人經歷顯而易

見，且於上述引文中獲得充分驗證。 
 
發展經理的意見，不單只在獎勵期間獲得重視，許多人珍惜在申請過程中所獲得

之個人關注與支持。下列兩位新十字門得獎者，發覺此點讓人完全耳目一新：  
 

黛芙娜：「…光是一對一的聯繫就太罕見了。一般人已經習慣，譬如當你千

辛萬苦想要找到資助人，但是對方要不是推說沒有時間，就是態度冷漠。所

以，（當 UnLtd 的發展經理出現時）他的一句：『OK，我們開始吧！告訴我

們你的想法！』（這種熱切幫助的態度，令人意想不到！）」 
 
訪談者：「你認為他們的回饋意見，在那階段有效用嗎？」 
 
得獎者 1：「是有效用的。並極具鼓舞作用。他們同意後，叫我們『開始進

行申請作業、帶著草案來見我們，我們會給予適當回饋。』。光是這點就真

是太令我印象深刻了。我覺得許多資助單位好像根本就不想給你資金，所以

他們將申請程序設計得非常困難。而我對 UnLtd 卻感到完全相反。那情形就

像是：我們真心誠意地想幫助你，我們想提供你這些資金，並且將會竭盡所

能，讓一切成真。」 
 
強納森 (Jonathan)：「與 UnLtd 交手過程中，許多對我們來說奇妙的事情之

一，就是當你一直碰壁，走投無路時，很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你心裡知道

會有人幫助你從不同角度看待事物。」 
 
 
同樣地，（開設合氣道班的）凱倫亦覺得她從一開始就受到 NDC 的支持，並對

於 NDC 的毫無官僚作風，感到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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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本上我到了學校，詢問校方是否能借用空間，並與學校協商關於空

間使用的細節及可供使用的時間，並隨後由NDC獲取一些資金買練習鋪墊，

接著我的一位朋友為我帶了一些練習劍，從此這就成真了。」 
 
 
該些受訪談者強調整個申請程序，特別是可提供的支持、能琢磨其企劃意念的機

會及具備簡單易懂本質的申請表格。他們認為這點與向其它資助機構申請經費時

的要求截然不同。 
 

黛芙娜：「…我真心覺得（創業）初期的障礙及使人們心生膽怯而卻步者，

即為讓人氣餒的填寫申請表格與填寫企劃案。這同時也相當耗時，心想：我

真的想花天知道多長的時間，將整個企劃案拼湊出來嗎？誰知道（成功的）

機會有多大？」 
 
對得獎者來說，來自 NDC 及 UnLtd 的支持對整個企劃亦是相當重要的。基本上，

受訪談者感覺這些支援的提供管道，特別是來自能對相關活動或訓練機會提供資

訊及明確指引的發展經理。然而，有些人深覺當初若可以與 UnLtd 發展經理有

更多實務操作支援及聯繫，或是為期一年獎勵期間的期中進度期限，將獲益更多。

舉例來說，由於工作的原因，盧卡斯 (Lukasz) 發現偶而很難投入足夠的時間及

注意力在他的企劃上，而且若能與他的發展經理或 NDC 會談，對發展他的企劃

會很有助益。同樣地，莎朗也談到與她的發展經理定期聯繫與會談的重要性： 
 

「…與發展經理僅有的幾次會談，你必須出席，必須隨時做好準備，必須了

解你進度如何，了解目前作業狀況，了解你的方向。不管她是否詢問你，你

必須做好萬全準備。因此，若有任何無法解決之問題，你必須試圖提出討論。

你試圖解決所有的問題，因而了解你身處的情況並掌握全盤。在此方面，她

幫助我特別多。因為我知道每一兩個月，烏麗卡 (Ulrika) 就想要有個面談，

而我就必須準備妥當。就像今天一樣，我一定前往出席面談，行前我一定有

充分的準備。我喜歡拿著小抄，帶著一些零碎備用物品，若被問到相關問題，

我就能提出我的回答。而且我也非常喜歡建構一些我想要傳達的大膽觀點－

我想說的三或四個要點…這對我來說助益甚大，因為這讓我達到我想要的目

的。這是非常聰明的點子。」 
 
由得獎者發展經理所提供的支持之受歡迎程度，於本調查結果中獲得證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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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位回答此問題的得獎者當中，19 位表示來自其發展經理的支持品質，獲得

「良好，4/5」級或是「極優，5/5」級。當資助者同時提供一系列非財務及財務

性支持，這對得獎者來說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特別是對在獨立經營一項企劃或事

業方面無經驗者。這種混合了財務性與非財務性的「過渡性支持」，成功地為「起

步較早的社會創業者爭取到較充裕的時間」，以評估需要或需求，將一個想法轉

變成規模雖小的實際企劃，並且建立基礎客戶群與所需的影響力證明，以期吸引

擴張並（或）成就財務永續發展所需之資源。 
 
來自個人交流與網絡的支持 

所有得獎者大量借鑒於來自原先就已存在的個人及專業性人脈的支持。全國受訪

的得獎者，皆談到能身體力行幫助他們實行企劃的朋友及家人所提供之實際支持

的重要性，這些支持包括從事合氣道助教或提供開會場所等。更具策略價值的是，

得獎者談到朋友及其他人脈在討論事項、工作坊點子及各類企劃時，發揮了共鳴

板 (sounding board) 的功能。儘管 UnLtd 與 NDC 亦設法提供類似此種形式的支

持，很顯然地還需要有更多支持，而此點將在下列討論。本調查報告證實此研究

結果，顯示既有的個人或專業人脈提供第二重要的支持形式，接著是朋友及家人

的支持（參見下列 Q22 之結果）。 
 
有趣的是，來自本評估的質性資料指出，新十字門的社會創業者非常仰賴既有個

人或專業人脈的支持，而同時調查亦透露對這些創業者而言，由 UnLtd 提供的

支持被視為最重要的支持來源。顯然 UnLtd 提供的一對一支持形式效果甚佳，

並且被廣大的得獎者高度重視（雖然仍有改善空間，就像下列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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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社會創業者需要有一個支持模式列表，來幫助其有效地經營並發展其

方案。最理想的支持行動，將來自朋友與家人、資助者、當地人士、企業、第三

部門組織及社區團體。但這些支持的提供形式卻相當重要。本報告兼顧質性與量

化的調查結果顯示，新十字門社會創業者認為透過扶助關係的方式，所提供之一

對一客製化的支持行動，對建立早發型社會創業方案方面是彌足珍貴的資源。 
 
在 NDC 區域作業的財務性支持與優勢 

考量新十字門屬於極度貧困環境的情況下，一般人可能會認為能提供給社會創業

者機會及資源較少。同時，因為在該環境已被公認為極度貧困地區，因而被資助

者與公部門已優先列為需資助地區。新制社區 (NDC) 的整體概念架構意味著，

NDC 區域被貼上一種標籤，使之具備資格得以利用一獨立的資源體系，而一般

孤立的極度貧困小型區域卻無相同管道。 
 
在薩里郡為年長者從事心理健康技術及療法的兩位得獎者，感到非常氣餒，因為

資助者與支持組織，普遍認為他們所處環境非常富裕，但實際上在某些地區貧困

仍然存在。因為資金流多將資助重點放在傳統上很明顯普遍貧困地區，如新十字

門，因此多不重視且忽視像薩里郡這些地區： 
 

喬：「我應該可以說，此區域算是小康，但我強烈感覺在這裡，人們並無充

足的納貧資金 (inclusive funding) 可供運用；因為當地人口表面上好像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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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此區域似乎就被遺忘了，但其實居民貧富還是有差距的，不能以偏概

全。」 
 
妮琪：「是啊！大多數人是很富裕，但也有需多人並不富裕，而且還有一點

被遺忘。」 
 

    喬：「是啊！正是如此。」 
 
 
新十字門的受訪者欲在獎勵期間過後，繼續經營其企劃案，而有些人，像是泰瑞

莎、米娜及強納森，除了最初新十字門允諾的一年獎勵期限之外，已成功獲得更

多資金（即 UnLtd 第二級資金）。而其他人，諸如凱倫，則透過收費架構獲得些

許收入，亦能持續其企劃案。然而少了更多資金或投資，這些企劃案將無法滿足

日益增長的需求，並將被迫婉拒新客戶及放棄新的合作機會。 
 
但調查結果是振奮人心的。結果透露完成本調查者中，有相當多的創業者在獎勵

期限結束後，能繼續經營其企劃案。接近四成的回覆者 (38%) 報告，透過提供

收費服務，他們得以延續其企劃營運時限。緊接著，24%的人表示其企劃案能藉

由 UnLtd 的進一步資助而繼續經營；另外有同樣比率 (24%) 的人表示，藉由其

它資助資源，他們也能持續經營。 
 
更大的阻力等同於更大的影響？ 

雖然在貧困的環境中設立企劃案會遇到較大的障礙，包括說服有需求的人與實質

挑戰（下面將討論），但當一個人突破了這些障礙，將產生更大的影響力，特別

是在對個人的報酬與滿足感上。米娜與其影音通訊夥伴之間的經驗對比，充分說

明此點： 
 

影音通訊夥伴：「這企劃把事情變得相當簡單。你是知道的，我會進入一間

學校，而該校有許多孩子在家時，從不吃新鮮蔬菜，（經過我的企劃案的影

響）這些孩子回家後，會告訴母親必須要買蔬菜組合包，而母親們照做了。

並且就如我所說的，這些母親們也逐漸開始購買有機蔬菜，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是指這類學校並非是我真正的目的－我確定我有些微影響力，但我認為如

果我在不同種類的學校，我無法像這樣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這

有點尷尬，因為我覺得我像是在傳道。」 
 
米娜：「例如，這非常像是即使到了另一間學校並闡明園藝相關資訊，說明

該如何整理花園，等花園好不容易建立起來了，（總有人認為）花園不需整

理，因此這就成了一種障礙：花園是建立起來了，缺乏整理，等於沒有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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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因為花園就在那。」 
 
米娜：「它就在那。你是知道的，你將之視為理所當然。但是設立及整理花

園的過程才是重要的事。」 
 
訪問者：「那麼你想若你在可能較環保及富裕的區域從事這些，就不會產生

影響力嗎？」 
 
米娜：「是的，這樣就不會有相同的影響力。不，不會有的。這就是一種讓

人興奮的地方。」 
 
 
這說明了當地次文化與影響力之間（在個人與社會兩層面上）的關係。根據參與

這份評估的企劃案與社會創業者，舉凡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以說服利害關係人「投

入 buy in」一項方案之處，反而通常能獲得更可觀的紅利。反之，在一項企劃案

或其所立基之概念會立即被接納的背景下，對社會創業者的回饋與激勵方面以及

在客戶／使用者與利害關係人所能產生的影響力，將不如前者顯著。 
在任何評估研究中，總有一些結果已非常明確，因此不需要進一步的調查；有些

調查結果則不太確鑿，這些就值得深入研究。上述關係無疑是很複雜的，因為 
（無論是個人或社會）影響力要視以下三種變數之間的交叉關係，即： 
 
1. 推動企劃案／方案的社會創業者 
2. 企劃案本身與其所定義之需求  (needs) 、目的  (objectives) 、方法 

(methodologies) 及資源 
3. 實施企劃案的環境：社會上（包含態度與規範）、政治上、經濟上及環境上

的條件 
 
 
上述例證要說明的是： 

一、當社會創業者在一個關鍵利害關係人原先持懷疑態度的環境中運作， 

二、並且她／他甚至能某種程度上轉變當地居民態度，從居民對方案的懷疑態度

中受益，還能令當地居民給予該方案一個機會，去彰顯其附加價值， 

三、接著就會出現大量的影響力或社會回報，因為 

四、一旦其克服眾人的懷疑，當地支持會提升而且成長機會會急遽上升。 

五、這亦對激勵社會創業者進一步發展企劃案有正面影響。 
28 

 



 

 
 
此處關注的核心關係是指利害關係人群體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其信服的程度是

否足以一方面接受對某特定企劃案的基本需求確實存在的看法，且該企劃案滿足

此需求的基本方法有潛力達成任務；另一方面還要接受社會創業者為該企劃案之

「推廣者 champion」及其潛力。重述該假說如下： 
 

當關鍵利害關係人持有懷疑態度，但隨後被一項企劃案及其產生正向變革的

能力說服時，其隨之而來的支持，會增加社會創業者的信心及其企劃案之影

響力。 
 
 
本評估報告中新十字門的得獎者及利害關係人指出，藝術企劃案以及那些前景看

好的軟性成果 (soft outcomes) 較可能遭遇質疑，因此構成測試此假說的理想範

本。 
 
但是，UnLtd 研究團隊仍確信此類企劃所面臨之特定挑戰，因此建議發展經理要

有充分準備，訓練經營藝術及其他有潛力帶來軟性成果的得獎者，以更有效率地

推廣其價值，其方式是透過： 
 
一、 善用在類似的背景下，所造成之正向成果的證明及類似企劃案的影響力 

二、 有系統地收集其自身影響力的證據。蒐集「之前 before」與「之後 after」的

對比資料是很重要的。 

三、 藉由與在新十字門地區內外，受到 UnLtd 或 NDC 支持的類似企劃案分享知

識與匯集證據，能鼓舞知識社群的發展。此類社群能適度激發文化變革、識

別在公、私部門及第三部門組織中的朋友，以加速此種變革，並且根據實證，

評估並確認能產生最具影響力成果之方法。 
 

環境所造成的限制及挑戰 

我們需要實際空間 

            莎朗：「有一個場地就好了…」 
 
在新十字門運作的一項關鍵挑戰為滿足實際的支持需求，特別是從事訓練、舉辦

活動及會議的場所。在需要空間以經營其企劃案的受訪者當中，除了三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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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都在尋找執行必要活動，以建立並維持企劃案的適當場所或空間方面，歷

經困難。 
 
在凱倫的案例中，雖然她開設的合氣道課程所使用的空間，並無其經營上最需要

的設施，例如更衣室或家長休息室等，但學生家長對此活動的支持，容忍了這項

缺點，因此她克服了這點。雖然其他人在尋找空間方面資源豐碩，但卻因尋覓不

到適當場所而妨礙其發展。莎朗用一對一的方式，到處尋求符合上述所需的空間，

但依舊難於找到適合的場所： 
 

「…現在我在路易斯翰圖書館與人見面（我並不喜歡新十字的圖書館，我不

認為那是一個是恰當的會面場所，在那裏某些地方讓人覺得不舒服。），大

家環坐在一起，安靜地聊天等等。他們有些人會到我家討論事情－顯然就像

鄰居到我家那樣自然，而我也會到他們家拜訪。而我有一個表姊妹很仁慈地

說，我隨時都可以使用她家裡的餐廳。因此以前我也曾帶了一些人到那裏開

會，但後來有更多的人參與研討會…我的客廳已變得令人難以置信。在我的

起居室某處塞有一間辦公室！在某處的小角落、就在那裏或者到處皆是！所

以這裡便成了辦公空間，而我真的覺得這種臨時的安排一直讓我施展不開

來。」 
 
 
同樣地，起初在為學校暑假期間所舉辦的攝影工作坊尋找適當場所時，黛芙娜與

其企劃夥伴安娜貝兒遭遇了很多困難。另一位新十字門得獎者寶拉 (Paula) 亦為

尋找其藝術展覽的舉辦場所而經歷同樣問題。此三人同為新十字門區域擁有大批

產業的（倫敦大學）金匠學院 (Goldsmiths College) 的校友。然而，有些人則幸

運多了，他們能利用既有的專業或個人人脈網絡獲得一些優勢。為初來乍到的難

民與尋求庇護者，經營短途旅遊及活動企劃的拉比雅  (Rabia)  及莎普蘭 
(Shabnam) 即能透過一位經營當地社區組織的家人密友，取得適當的舉辦場所。

同樣，泰瑞莎在展開 UnLtd 企劃案前，已與場所擁有者取得正式聯繫以營運其

咖啡早會，而她本身亦早已從事此行業。凱倫與其經營合氣道課程的學校原本就

關係密切，而該校亦是其子女就學的學校： 
 

「我很幸運，因為我在這地區認識很多人，而且我的孩子也在該校就讀，因

此（在新十字門營運此企劃案）完全不是個難題。」 
 
 
然而，對於那些無既有人脈與網絡的人來說，找到一個合適並負擔得起的空間及

場地是相當有挑戰性的。三次智庫會議皆聚焦於新十字門社會創業者的實際支持

需求，並花費了相當的時間討論此議題。會議中，許多人同意在新十字門或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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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斯翰，皆有可供使用的場地。但真正的挑戰在於，評量既有場地及辦公空間可

供應的情況，並且與社會創業者需求層級做比較，以增加對既有場地及辦公空間

的了解，以及分享關於這種空間在支援組織中的相關資訊，以指示對此類空間有

需求的個人一個方向。儘管如此，於本評估報告的三組資料庫中，平價辦公室及

場地的短缺皆構成一項挑戰，因此在下列建議章節中，值得做進一步探討。 
 
時間永遠不夠 

所有受訪者皆談到其時間上的強烈需求 
 

凱倫：「嗯，我想 UnLtd 一直很支持我，而且若我沒有充裕的時間回應他們

的支持，那麼...，這就是為什麼我換了工作，我認為在第一年裡，我嘗試過

一切事物，而對我來說擴展這企劃的可能性相當大，但我仍需要時間與各方

做聯繫、回覆那些有想法的人、寄發電子郵件及尋找外界幫助。我真的無法

挑出 UnLtd 的缺失，因為他們一直與我保持聯繫，反倒是我沒有盡我所責，

立即回覆他們的聯繫，但那是由於其它壓力...。UnLtd 一直都在那兒（支援

我），而我也收到參加許多活動的邀請，而且我亦被賦予許多機會，得以取

得任何我需要的東西。但就如我所說，當你有了小孩以及工作，還要同時執

行這類企劃案。」 
 
 
雖然這或許是起步較早的社會創業者所難以避免的現實（即，時間是無法取得獎

勵資助的），但得獎者在減輕此壓力方面也提出一些建議。最明顯地，這些包含

在一年的獎勵期間設定期中進度期限，使其不致於被其企劃案壓得喘不過氣，並

幫助建立一群願意承諾負責，以支持得獎者的志願者或導師。 
 

泰瑞莎：「而且…如果你有一種能有適當的人在你的團隊，如一些機構或願

意與你長期作戰的人，這將助益甚大。因為我發現，即使有了夥伴及朋友，

若他們對我未對我伸出援手，我還是無法獨力完成。我真的無法完成，那太

累人了。當你想到有 80 個人（要服務）…那真的很耗時間的。」 
 
 
起步較早的社會創業家間的趨勢是，鮮少有人能於財務機制尚未完熟時，就全心

投入其企劃案，而大多數的人在提出申請案時，則將自己歸類為自僱者或已有全

職工作。6 因此，姑且不提家庭責任，在早期階段，大多數社會創業者將其企劃

案與其維生的有給職並存。如此一來，時間必然不夠用。因此，若特定方案內的

資源，無法提供該領域中更多正式訓練的機會，對於發展經理來說，將企劃管理

與時間管理技術傳授給其得獎者，應更具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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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軟性（隱性）成果的企劃不受重視 

本評估報告顯示，不以處理基本或「優先」需求為號召的企劃案，可能會 
與強調創造有形及立即效益的企劃案（即更有可能在極度貧困環境產生具體成果

者）競爭資金及支持。換句話說，比起聚焦於培訓、就業、住房及健康相關利益

的企劃案，旨在建立信心、改善關係、克服汙名及提升創意機會的企劃案，據說

較難獲得資金與投資。 
 
在新十字門的一項園藝企劃案，尤其明確地說明這項挑戰。雖然米娜對於來自其

社區的支持印象深刻，但她亦敘述某些資助者，剛開始時對其企劃案，抱持懷疑

態度。當被問到要如何形容在新十字門經營其企劃案的感覺時，她便與在臨近行

政區經營的相同企劃相互比較，而該區亦較新十字門富裕： 
 

米娜：「…你知道的，對於這社區的某些方面來說，這有點像是你正在呈現

一種世人從未見過的事物；反觀在格林威治 (Greenwich)，社區的人將會認

定這是一種多此一舉的問題，為何有人會認為孩子們根本就不需要從事這樣

的活動？」 
 
 
這點已經由其影音通訊夥伴的經驗獲得證實，而該夥伴亦試圖在哈斯汀 
(Hastings) 老舊市中心區，經營一項園藝及食物種植企劃，但由於此並非優先考

量議題，並需要學校一定程度上的財務投資，因此並沒有獲得其所需的支持。 
說穿了，他們有比種植蔬菜更多急迫的「社會議題」需要投資。然而當她帶著這

項企劃到哈斯汀城外的富裕鄉村地區，該企劃立即被「搶購一空」，並得到家長

由衷的支持。 
 
也許可以這麼說，較富裕的地區或許更能響應及支持一項非當務之急或不支持有

特定目標及評量目標之政府方案的想法或企劃。在這些較富裕的地區中，資助本

身或許沒有這麼普遍，個人有可能取得其它財務資源，就如同米娜的影音通訊夥

伴的經歷一般。諸如米娜優先考量過程及方法的企劃案一般－此案即孩子的參與

及創意－它會不會像其它企劃一樣產生立即且具體的成果－當這些涉及到行銷

與收集足以彰顯需求及可能影響力的證明時，就需要更多的關注。 
 
在這種挑戰之下，發展經理可將基本需求評量及評估技術，外加行銷基本法則傳

授給其得獎者，特別是那些只會產生隱性成果的企劃案。本調查報告的得獎者辨

識出，在新十字門計畫下獲得的支持中，對行銷技術的需求係所需技術缺口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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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行銷及公關（連同財務永續性）方面的訓練及技術轉移，應該在以類似新

十字門背景的未來方案中，列為優先考量。隨著金融危機，公部門資助及投資重

點方面可預測的的改變，以及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使得此挑戰更加顯著。因而

有必要改善那些承諾提供間接利益或隱性成果的企劃本質，以協助其獲得所需之

資源。這是必要的，因為否則我們會發現灰心的社會創業者，會因為氣餒而不願

開創一些能滿足像在新十字門那種地區廣大需求之企劃案。 
 
取得更多未來融資及投資機會之資訊 

上述調查結果 (Q27) 亦顯示，完成調查的得獎者中有將近四分之一表示，其無

法接收到有關「可能資金流」的完整資訊。起步較早的社會創業者頻頻表示，其

常忙於將注意力集中於獲得為期一年的短期獎勵－先讓企畫案眼前所需到位－

而非進行長期的策略規劃。正如蘿絲敏 (Rosemin) 所指出的，為期一年的獎勵

飛快流逝，到了期限結束，她才意識到自己的努力已全部投注在企劃的營運上，

而沒有調查能幫助她持續企劃案的可能資金來源： 
 

「…事實上這是件令人沮喪的事，你全心全意投入你所從事的企劃案，並且

每天忙碌，每天都在思索；這種感覺就如同自己的孩子長大了，在十七歲時

離開家，天啊！房子頓時怎麼全空了。」 
 
 
在訪談中，一項一再被重申的建議指出，尋求進一步資金的得獎者，需要指引如

何找到資助者。他們最需要的資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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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哪位資助者資助有關健康、教育、住宿、藝術等企劃） 

‧ （對於每位資助者／資助計畫之）申請標準 

‧ 期限 

‧ 聯繫方式 

‧ 先前資助的企劃案 

‧ 平均金額 
 
 
近來出現一項資源「出資者搜索 Funder Finder」，就是專門提供上述資訊，但這

並不是一項免費服務，因此在早發型社會創業者中流傳不廣。而且，針對新十字

門的資助者名錄，可能聚焦於那些已參與此區域活動的資助者及社會投資者，反

而可能遺漏一些社會創業者接觸多數不活躍於該地區之資助者的機會。類似這種

資源可設立為 UnLtd 網路 2.0 平台的 UnLtdWorld 的一部分，將與新十字門的社

會創業者直接相關的資助者及社會投資者資訊，並透過新十字門團體 (New 
Cross Gate Group) 的成立，使資訊獲得分享與匯集。辨識並指引或發展一項優良

資金申請清單，將有助於早發期社會創業者改善其資金申請品質。 
 
在影音通訊企劃中的受訪者以及調查回覆者所做的評論，讓人嘖嘖稱奇，因為他

們皆提及進一步資金挹注的重要性，而非創造收入或投資機會。這表明了一個更

深入的挑戰。新十字門的社會創業者似乎感覺到，其未來發展端看資金的取得，

而非在於企劃案創造收入的能力。這意味著大多數的企劃案，易受整體環境變遷

的負面影響，這些變遷包括：資助趨勢、資助重點、或國家或地方政府層級的政

黨政策影響地區性公部門投資所帶來的較大變動。因此，建議隨著獎勵期的結束，

得獎者應受邀參加當地的訓練及研討會： 
 
1. 如何辨識創造收入機會的訓練 

2. 一系列的範例說明不同的創造收入模型 

3. 運用工作坊模式，模擬思考適用於自身企畫案創造收入之可能性 

4. 利用一系列的工具做深入研究以及發展創造收入匯流 
 
 
協助極度貧困環境中的社會創業者，使其更加具備財務永續性並逐步擺脫對外來

資助之依賴，不僅能造福經營企劃者，更為所有近來參與其中、或取得來自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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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及支持的新十字門居民帶來正向能量。新十字門地區的再造需要一些方案

的持續進行，這些方案必須有效地滿足地方需求，而不是一大堆仰賴資助、只能

滿足一小部分人需求的企劃案，最終只能落得收攤的下場。這種短命的企劃無法

讓一個企劃案有效地運用其解決方法或擴大其效益，以對正面的社會及環境變革

做出顯著積極的貢獻。這顯然構成一個急迫的需要，因為本調查報告證實，將近

一半的回覆者因為缺乏資金或投資，使其經營企劃案的能力受到嚴重或某種程度

的負面影響（見附錄 3，Q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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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業者」…那是甚麼？ 

 
    「喔！天啊！,我們這是在詐騙政府嗎？」 
 
關於「下一步該如何做？」的問題及財務穩定性的相關討論，係新十字門得獎者

對社會創業的理解以及這些社會創業者所持的概念。雖然 UnLtd 資助社會創業

者，但是我們的得獎者並不一定認同這項概念。對於新十字門計畫內屬於第二級

與第一級的個人，以及新十字門以外參與影音通訊交換的得獎者來說，這現象相

當普遍。一位得獎者在回答其影音通訊夥伴所提出，關於其如何辨識社會創業者

這個詞彙的問題時，她回答如下： 
 

「我並不知道。我認為對我來說，它就像是一種二分的詞彙，這是由兩種完

全相反的字所構成，像是「社會」以及「企業家」。當你想到企業家時，就

會想到那種經常搭機環遊世界的有錢人，而當你想到社會，感覺則是截然不

同。所以它是文字的混合。因此…真的沒甚麼，老實說，它就是個有點搞怪

的詞彙（讓人聯想到嘗試著使人印象深刻的火星術語）。我個人並不是很喜

歡這個詞彙…」 
 
 
就像先前已陳述過的，UnLtd 投資有決心及遠見為社會創造正向變革的個人，而

且我們的第一級獎勵正反映了這一點。然而，本評估報告（以及其他 UnLtd 已

進行的研究）提出了問題－我們是否能進一步強化得獎者關於社會創業與社會創

業者的概念，及幫助他們了解此類架構可如何應用在他們的企劃上。 
 
例如，在新十字門的兩位得獎者在賺取能助其維持企劃的資金方面，差點錯失良

機，因為他們在社會創業及社會企業的機會與選擇的架構方面，完全資訊錯誤。 
 
新十字門的一位得獎者在此說明這種挑戰及其衍生影響，因為當地方議會提議要

付費給其團體之演講人時，此人恐慌了： 
 

「我們手足無措，因為我們並沒有預期會有收入，我們認為這是下一階段才

要做的事。因此在第一個月，我們確實收到邀請做一場活動…是有報酬的，

然後我們嚇呆了。後來我們真的進行了，並且大家都擔心，喔！天啊！我們

這是在詐騙政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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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件案例中，該位得獎者對於環繞社會需求所設計並創造收入，以財務永續性

的方式運作的企劃案，感到相當陌生，導致她相信創造收入在某些方面來說，違

反接受本計畫或公部門資助的得獎者獎助「規則」。要是她的團隊對社會創業與

社會企業有較好的了解，也許她們的企劃原本可以善用這種交易機會，而非推定

慈善架構為唯一出路。 
 
類似的情節亦發生在另一位新十字門得獎者身上。莎朗知道一間提供另類健康療

法的中心，能從所舉辦的工作坊中收取為數不小的費用。以此類推，她認為能從

舉辦本身的工作坊，收取相同的費用。但她偏偏不選擇這條路徑，並認為這只是

「二選一 either-or」的選擇題。要是莎朗當初有較完整的認識到，追求社會影響

力與創造收入兩者並非互斥的選項，今天她企劃案之財務保障也許會是另一番景

象？ 
 
鑒於本計畫之重點，不管是透過發展經理、或是透過更多訓練的介入或舉辦工作

坊，在社會創業及社會企業的旗幟下，傳授對可用選擇的理解之必要性是無庸置

疑的。然而，在新十字門計畫中，得獎者對於此觀念或相關選擇，似乎沒有清楚

的認知。本評估報告因此建議，最好在獎勵期間初期，UnLtd 可考慮全面性地讓

得獎者對此框架有較明確的認知。第一級行動－這是一場介紹有關 UnLtd 資訊

的課程，包括我們的資助標準及如何填寫申請表格－此時似乎是一個理想的機會，

讓發展經理為得獎者清楚介紹 UnLtd 財務結合非財務性的支持模型。然而，在

以「社會創業者之相關概念及選擇」為主題的深入研討會或為期一天的訓練活動

中，可能提供新十字門所支援層級的得獎者，更加實用的認識及機會，以進行討

論，甚至實驗不同的社會創業策略。發展經理亦可視此為其更加明確的義務，給

予每位得獎者一份關於此概念及所有選擇的概要介紹，以便建立對社會創業的基

準知識－包括其意義及其在實際企劃案之應用－與在獎勵期間所傳授之知識及

所學技能相比，這些是另一層面的東西。對我們所支持的企劃案之社會創業應用

性有進一步了解，有助於使得獎者（在未來有機會）在一方面結合並平衡創造收

入的同時，另一方面亦可追求社會成果。 

 

我們很孤立 

 
得獎者：「我認為我們所有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及早認清我們並不是

一個人孤軍奮戰的，我們身邊有我們自己的社群及網絡。」 
 
訪問者：「那為何這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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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者：「嗯！你知道，這是一條非常孤單的道路。」 
 
 
使用新十字門獎勵所建立的大多數企劃案，對提供意見的需求相當高，因而需要

個別得獎者，從一開始便埋首於從事企劃經營。於此期間所接收到的非財務性支

援，傾向來自其個人的支持網絡：來自朋友與家人，以及在一些案例中，來自相

關組織及既有的專業交流。在所有案例中，得獎者透過建立及經營其企劃案，增

加了這些網絡。這在前面「陌生人的慷慨效應」小節中曾討論過。然而，許多人

仍表示其在獎勵期間，感覺被其他得獎者、當地社區型的組織及 NDC 本身孤立

於外。 
 
這真是遺憾，因為這種聯繫有絕佳的機會，提供早發型社會創業者寶貴資源交流；

而透過網絡，大家互相交換想法及資訊，則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做法。 
在幾次的智庫會議中，這種心情就已被許多人深深體會到，他們亦確認孤立感不

論在第一級或第二級階段中，都是社會創業者所面臨的一個關鍵挑戰，而該些階

段即為將企劃案發展成有效率並可持續的方案，以創造正向社會或環境變革的過

程。 
 
在新十字門與英國其它我們進行訪談的區域中，對於得獎者來說特別重要的事，

即為取得與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交換意見及資訊之管道。這點在跨層級的獎

勵中，或是在企劃案的不同發展階段中都相當普遍。而該些回顧其旅程初始的人，

特別提醒企劃案的規劃與協助，應確保務實的重心及雄心的必要性。以凱倫為

例： 
 

「我認為你需要有人幫助你了解你想從事的事物。我認為你在一開始就需要

了解如何專注，你才並不會做出這個過於遠大的想法，只要有個小小的焦點，

你就能展開擴張。我的意思是，你必需很務實地看待時間與財務上的成本估

算，因為你必須確認你有充足精力可投注在企劃上。如果你開始某項企劃，

而接著就生病，或是嚴重消耗體力…」 
 
 
UnLtd 的發展經理在提供優勢方面，發揮了巨大的支援功能。從開始與申請人面

談的「診斷 surgery」會議到對潛在應用之討論，在整個獎勵期間，一直到獎勵

期結束，發展經理扮演共鳴板的角色，並適切地指引得獎者，能夠提供更多目標

資訊及建議的組織與個人：  
 

「我個人認為，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將你腦海中的想法，以有條理且有組織的

方式寫下來。我覺得談論一個想法很簡單，但填寫申請書卻相當艱巨。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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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來自 UnLtd 的支援）就顯得助益甚大。顯然，能有人可以談論你的想法

並取得回饋是很有幫助的，他們可能就只是說：『喔，或許你應該這樣做，

你可以學習他人的長處…』」 
（新十字門得獎者） 
 
另外，一些得獎者指認了幾位在此方面提供珍貴支持的 NDC 人員。雖然發展經

理並非社會創業同業，但從城市到鄉村，全國的得獎者共同的希望是能參與網絡

的運作；它們也希望能不須藉由參加特定活動，就能取得其他得獎者連繫方式： 
 

「我覺得讓大家有機會多相聚是個好主意…，你知道的，因為通常雖然企劃

得獎者是一個大團體的一部分，但實質上他們是自己獨力在經營，因為企劃

點子就在這裡（他們的腦海裡），並且使他們徹夜難眠－因為，你知道的，

他們絞盡腦汁在組織計畫並思考著該如何使之成長等等。而我認為很重要的

一點，就是能與一位和我本身有相同處境的人交談，我們並不需要合作，只

要聊聊：『你試過這個嗎？你試過那個嗎？這樣有效嗎？沒有效嗎？為什

麼？』。你知道的，而我亦覺得就支援而言，這樣真的很好。我雖參加了（新

的得獎者彼此見面的頒獎日活動），但我們需要簡單的形式就好，你知道的，

老實說，我無法抽空北上倫敦…，因為建立網絡關係固很好，但我無法，而

我敢肯定另外百分之五十的人，也無法抽空過去並從事社交活動。我無法保

證時間是否允許…，我寧可要有一個電話本，告訴我有什麼人曾做過此事，

她或他能在這方面提供我一些建議，我是否能打電話給他們？」 
（第一級得獎者及影音通訊夥伴，在新十字門地區外經營企劃案） 

 
 
然而在新十字門以及更廣泛地說，包括倫敦地區，可實際就近接觸大量的前任或

現任的 UnLtd 與新十字門得獎者。就像之前所提過的，從 2005 年開始，在新十

字門地區，總數就有 71 位得獎者在此經營他們受到本計畫支援的企劃案。而且

新十字門地區相對較小，因此受到距離及時間的阻礙並不這麼強烈，不像其它在

人口密度較小及更加分散地區運作企劃的得獎者那樣受到侷限。 
 
本調查報告確認了對取得當地社會創業者或得獎者之聯繫網絡的渴望。絕大多數 
(81%) 的回覆者，將「與其他從事創造正向社會變革的志同道合人士見面或聯繫」

的重要性列為「非常重要 (42.9%) 或重要 (38.1%)」。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參

加三次智庫會議的得獎者表示，他們以前從未見過彼此，並且參加智庫會議的積

極面向之一，就是他們能認識其他得獎者，互相訴說相同的孤立感。然而為了對

UnLtd 支援工作人員及 NDC 公平起見，在此必須一提的是，這兩個組織在此皆

有提供得獎者與新十字門居民一些支援及建立網絡關係的機會。UnLtd 發現儘管

藉由提供在地網絡活動及機會，已對這項需求做了回應，但結果總是讓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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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NDC 在智庫會議強調，一些居民選擇像是用電子郵件討論作為參與的

方式。缺乏參與熱情以及低出席率似乎成為新十字門的顯著議題。這點值得進行

深入研究，如何在日後能更有效地，讓當地變革者參與建立關係網絡。 
 
一個受訪的得獎者一再重申，並且在智庫會議期間一再出現的建議，就是創立一

個聚落 (hub)。這是一種能發揮社群功能的空間。這是一種結合了提供實體空間

及 IT 基礎設施的場所，並且能支援辦公室相關業務、建立更廣大關係網絡，甚

至組織活動，也可以參與一群在某些方面，受類似社會迫切性驅使的聚落使用者。

此類場所符合早發型社會創業者的運作需求，同時亦鼓勵個別使用者之間非正式

的知識分享與想法交流。從理論上來說，假以時日，這種使用者之間的交流，將

逐漸催生出社會創業者社群；而獲得這種使用者催生之網絡管道，則提供一個強

大的有利資源。一位新十字門得獎者說明這種需求如下： 
 

「我相當樂見的事之其中一，就是維持社區精神 (community spirit)，因為這

是一種奇妙的社區精神，但我亦樂見…企業進駐在此的可能性。因為此處已

有一個優秀的金匠學院，因此新創的、具有創意的商業活動，就很有機會能

在此生根。我目前正在考慮許多事，其中之一就是在第一階段設立一個「培

育中心 (incubator)」，有點像「聚落」那樣。他們有做實質的討論，但他們

相信他們需要 400 萬英鎊來設立（這個聚落），而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這麼認為，身為在本計畫中提供非財務性以及財務性支持的資助者，UnLtd
及 NDC 具有絕佳的立場，來促成這種設施的發展。在新十字門，有為數不少的

社區組織（實例請參見 NDC 網頁 www.newcrossgatendc.org.uk）以及當地企業，

當然還包括社會創業者及其既有支持網絡，皆可共同催生這種聚落。目前離新十

字門的社會創業者最近的聚落，座落在北倫敦的伊斯靈頓 (Islington)。這個成功

設施的創立者，本身也是位 UnLtd 第二級得獎者。因為在新十字門有許多利用

率不高的建築物，此區域也一直有社區再造的投資在進行，許多人也期盼這種聚

落的設立能有落實的機會。 
 
然而，一個更快速解決孤立感的方法，即為欲支持新十字門當地變革者的組織，

建立一個社會創業者名錄。一個可行的方法就是，社會創業者能使用實物（in-kind）
交換，而非現金支付的方式，互相交換知識及服務。UnLtdWorld（為社會創業者

設立的 2.0 網路平台: www.unltdworld.com）為新十字門得獎者，提供另一項網絡

聯繫資源。這個線上平台可透過新十字門團體的建立，做出重要的貢獻。但諸如

這種交流，在理想的情況下需要為該些無法或不願線上交流的人，提供其它的溝

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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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導師 

 
「我發現能讓人受益無窮的事有兩件；其中一件就是有導師指導，基本上，

他會是一個實務經驗豐富的商業界人士，他願意犧牲一些時間，扮演一個能

保密、幾乎就像共鳴板的角色。因為我這樣做非常有效率－我找到一位從前

與我共事過的朋友，接著他成為我的共鳴板。但同樣行得通的是，找到也與

你有著相同處境的另一個人－而這是我所樂見的事之一－就是與他們分享

你的經驗，如此你可以從完全不同的角度思考你的問題。因為你變得自我依

賴並非常有自信，但困難的是怎麼讓你的想法與你實際所為獲得驗證，你知

道的，這是沒有基準的，當你在社會競技場運作時，並沒有基準可衡量自己

所做的是否準確，甚或確定這是否是正確的路徑，你知道的，因此你會犯錯，

沒關係，這就是人生必經之路，但就是沒有人能真正的告訴你這是否是正確

的做法。但整體來說，當你自己獨力運作或是處於一個非常小的群體時－小

到我們大多數是只有兩人一組，而非三或四人一組，你往往就會發現，至少

我所發現的就是，你必須在某特定領域，非常快速地成為一位專家。」 
(新十字門得獎者)。 

 
這種想取得其他社會創業者，或在類似領域經營的創業家所學習到的經驗及教訓

的渴望，在新十字門內外所匯集的文字記錄中相當常見。顯然，在不同階段考量

企劃發展時，這樣的興趣在整個社企光譜皆存在。最近在新十字門，剛啟動其企

劃案的第一級得獎者，與已建立完善方案的第二級得獎者具有同樣熱忱。後者的

一個例子就是布拉利•林肯 (Bradley Lincoln)，他是現在已在全國營運的多重傳統

計畫 (Multiple Heritage Project) 的創立者。他在此描述導師如何付加價值： 
 

「我可以務實地做一些出色的工作且讓事情順利運作，這似乎就是我有能力

從無到有作事的個性。但實際審視後，我需要幫助與支持的部分，就是在對

企劃案未來幾年應如何發展的願景，尤其是在如何聚焦這份熱情的策略方面。

因為熱情經常是驅使社會企業的原動力，而且熱情能使你持續前進，但熱情

亦會使你停留在一處，並不斷地原地轉向。你需要一個人－一位有經營企業

經驗的人－幫助你引導這份熱情，致使它能有更深入的進展...。如果你有一

位在經商方面有經驗的導師可以請教，那麼他們將以其專業知識持續引導你。

這就會像是，有人能從基礎開始協助你…因此你可以說：我的企劃已到達這

個階段，而我不知道下一步該往哪裡去。你可以與那位導師建立良好溝通關

係，或許過了六到十二個月，他們就會逐漸引導你，即使只是建議你可以思

考的方向等等。所以，你的熱情已具備，而你的熱情也不必改變，但他們能

幫助你定位熱情。這就太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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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導師的需求亦在這份調查結果中得到證實。超過 95% (20/21) 的回覆者預期，

導師會在其企劃案成為支援來源上，扮演相當實用或非常實用的角色。 
 

 

 
 
整體說來，76.2% 的回覆者認為，最具效益的導師類形為：「來自私、公部門或

志願部門的專家或是資深的創業者」(38%) 亦或「經驗老到的得獎者或社會創業

者」 (38%)。 
 
考量在沒有任何提示或針對某特定問題的情況下，跨領域的得獎者所提，對於輔

導方案的需求，成為本評估報告中最顯著的調查結果。誠如上所述，顯然社會創

業者高度重視發展經理作為嚴謹朋友的角色。但這項功能並沒有取代或符合對在

類似背景運作的社會創業老手的建言及洞見之需求。 
 
出於必要，發展經理需要是一個有著強烈診斷技巧的通才 (generalist)：他需要能

辨識能力建構的機會以及預料規劃企劃時的常見疏忽，並且是一位具有效率的教

練，才能支持及鼓勵得獎者承擔重責，展開必要之行動。因為考量要將焦點放在

建立每位得獎者的社會創業能力方面上，很重要地，發展經理必須在獎勵期間，

針對特定企劃之背景，為每位得獎者量身打造學習機會。 
 
在另一方面，當導師能對特定企劃案或環境，提供詳細的實用見解及提示時，那

麼她／他的角色就顯得最為珍貴。而且這種關係的延續與發展經理角色時期的性

質不同，因為原發展經理角色，往往因為作業因素，僅限於為期一年的獎勵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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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技術精湛的志工 

在發展的初期階段，社會創業者肩負企劃案成功與否之完全責任，而往往也只有

自己單獨一個人在運作。這意味著，早發型社會創業者可預測地，將會有需要補

足的技術缺口，而該缺口則需透過發展經理所提供的正式訓練、輔導，或是透過

非正式的「從做中學」來填補。在獎勵期間的早期，辨識更急迫的技術缺口，成

為發展經理角色中關鍵的一部分。然而，除了這些缺口之外，通常還有一項簡單

的需求，就是永遠需要「另一（或者更多）雙手」，以加速想法的落實，並使營

運的基本設施盡快到位。 
 
經營不同企劃案的新十字門得獎者經常談到，需要有更多人手來幫助他們實現自

己的想法及抉擇，以及管理工作本身的基本需求： 
 

得獎者 1：「我認為它已到了必須開始擴張的階段，必須有更多人手來分擔

責任；而且僅僅是點子，你知道，你已經找到點子，過了一段時日，也僅只

有你一人，所以是的，必須有更多人分擔工作。」 
 
訪談者：「所以，你要他們幫忙分擔你的工作量？」 
 
得獎者 2：「分攤工作、幫忙服務訪客、協助電腦作業，因為在這方面我並

不出色。成為一位真正的通才，這就是下一步我所期望的。」 
 
 
但無區別的招募志工，將無法符合這些社會創業者的需求。許多人需要的是準備

好在通常裝備不齊全、資源缺乏以及有時甚至處於中等混亂的工作環境中工作的

志工，而此類環境通常是要求「成功」，優先於遵守理想規範及程序。而且，一

項媒合社會創業者與能幫助技術轉移的學生就業方案，不僅僅只是增加設立並經

營一項基本企劃案的基礎結構的能力，無疑地能增加其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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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未來研究的建議 
在對這份評估報告做結論之前，有必要對整篇於報告中，已被確立值得做深入研

究的部分，做詳細解說。簡短描述如下： 
 
a. 導師計畫：調查何種不同的導師型態會較有利於社會創業者，是從私部門、

公部門還是從其他社會創業者中，尋找適合人選？這份研究應該有助於一項

導師的試點計畫，而該計畫反過來也應接受評估，以為新十字門未來的社會

創業者計畫提供深度的知識。這種研究亦可用以幫助型塑其它導師計畫，例

如目前 UnLtd’s 專業公益 (UnLtd’s Probono) 計畫下所發展的試點計畫。 
 
b. 社會創業者概念：這些在普遍視為極度貧困地區運作的人士，是否對於社會

創業者概念的認同較少？如果是，那麼這對企劃案會產生何種影響，特別是

對緊接而來的財務模式？ 
 
c. 透過 UnLtd 及倫敦大學之間的研究交流，正在進行一項針對社會創業者所

產生的影響力的地理空間範圍的持續研究。該計畫旨在繪製全英國的社會創

業者影響力的程度及性質之地圖。做為該研究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可以調查

在新十字門以外，其它極度貧困區域的變革者，針對本文所發現之在地焦點

及影響力認同程度如何？以及在一段時日之後，這些社會創業者所產生的工

作及影響力的區域特性如何改變。 
 
d. 當與在被認定為貧困程度不同的環境中運作的早發型社會創業者做較大樣

本的比較時，在地方社區支援的經驗中，就先前提過的陌生人慷慨效應而言，

可衡量的差異程度為何？ 
 
e. 根據本評估報告，本計畫對新十字門地區的社會資本及社區凝聚力有所貢獻；

因此，對社會創業者所需的特定支援型態及機會，值得做更深入研究，即使

這一方面會提升，在另一方面卻能阻礙此利益（有助社會資本及社區凝聚力）。

這種研究能對同樣被歸類為極度貧困且多元化的其它區域產生相關見解。 
 
f. 考量將非財務性支持及發展經理所提供建議的價值感，視為財務性及非財務

性過渡性支持融合體的一部分，針對面臨嚴苛挑戰甚至是企劃失敗的社會創

業者，進行非財務性支持的相對重要性之深入研究，會是一項寶貴的研究。

UnLtd 與（英國）空中大學 (Open University) 合作，已招募一位博士班學

生(由 ESRC CASE Studentship 所資助)，在早發型社會創業者當中，針對企

劃失敗的反應進行研究。因此，不久後即有證據能回答這個問題，並隨即對

類似案例所提供的支持型態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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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當談到發展早發型社會創業者的能力，以產生必要及永續變革時，財務性與

非財務性支持之相對重要性及順位，亦值得做進一步詳細研究。目前，像是

此次向受訪的得獎者提問的調查問題，都無法澄清一些重要問題，如：在創

業者成為有效率變革者過程中，何時、如何及為何非財務性支持，在特定階

段受到特定社會創業者如此高度重視，以及這現象該如何結合財務性支持以

獲取最大影響力。這點構成了 UnLtd 研究團隊所追求的核心研究目標之一，

其中一部分並在為期五年的敘時研究 (Longitudinal Study) 中，與其它證據

基礎一起做相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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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可行之建議 
下列的建議摘要依據評估期間，來自得獎者及利害關係人本身或根據所匯集而來

的證據。 
 

支持： 

a) 對個人及其想法進行投資：UnLtd 對由個人所推動的想法，並不要求具備過

往長期表現記錄的做法，顯然為得獎者所重視。這種方法有助於滿足不符合

傳統資助方案申請資格者的需求。因此，這種機會若能透過新的合作關係來

持續延伸，以造福在新十字門計畫中，所成功見證的各類別得獎者，則應是

相當可貴的。為了實現類似本計畫的整體潛力，以接觸原本會被排除在外之

個人，因此需要一個擁有足量資源、有目標性的推廣方案。 
 

b) 透明度：告知得獎者對於獎勵應有的正確期望－尤其是來自發展經理的非財

務性支持－以及該如何獲得支持。這可以以小冊子形式出現，或由發展經理

所提供的口語資訊。這樣可以確保所有得獎者，而非只是堅持不懈者，皆可

獲得其所需的支持層級。 
 

c) 辦公室及活動舉辦場地：考量社會創業者對社區的貢獻（社區凝聚力及社區

發展是 NDC 計畫的關鍵目標），在此區域中營運的 NDC 及其它公、私及第

三部門利害關係人，正有絕佳的立場，得以用各種方法支持社會創業者，例

如：以低租金聚落之形式，提供平價的辦公室及活動場地，或指引社會創業

者方向，找到能幫助其滿足這些需求的提供者。 
 

d) 監測及評估:早發型社會創業者體會到，證明其企劃效率性的重要性，但並不

傾向於蒐集其影響力之證明。UnLtd可針對監測及評估的可行方法提供課程，

使這些得獎者能對潛在資助者及投資者展示其影響力。 
 

e) 經營能產生軟性（隱性）成果之企畫的得獎者需要更進一步的支持。發展經

理應該要具備能力，以訓練經營藝術及其它僅產生間接利益企劃的得獎者，

透過下列方式，使其能更具效率地銷售企劃價值，： 

i) 借鑑在類似背景中的類似企劃所產生的正向成果及影響力的證明。 

ii) 有系統地蒐集自身企劃案所產生的影響力證明。匯集「之前」及「之後」

的資料在此具有相當關鍵的必要性。 

iii) 在新十字門內外，與 UnLtd 或 NDC 所支持的類似企劃案，分享知識及

所蒐集的證據，以刺激知識社群的發展。這種社群能絕妙地刺激文化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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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在公、私及第三部門中確認關鍵朋友，以加速這項變革，並且根據

證據，評估那些辨識能產生最具影響價值成果的企劃案所使用的眾多方

法。 
 
f) 訓練及技術轉移：得獎者需要行銷及公關（對外溝通）方面的訓練。 
 
g) 克服資金依賴性：隨著獎勵期接近尾聲，得獎者應適度地受邀參加訓練及研

討會，以獲取： 

i) 如何辨識創造收入機會的訓練 

ii) 一系列的範例說明創造收入的不同模式 

iii) 以工作坊形式，協助仔細思考適用於個別企畫案之創造收入的可能

性。  

iv)    使用一系列的工具，做進一步研究並開發創造收入流 
 
h) 一份資助者名錄能完整地提供下列資訊： 

i) 類型（何種資助者資助健康、教育、住房、藝術等等企劃案） 

ii) （每位資助者／資助方案所訂定之）申請標準 

iii) 期限 

iv) 聯絡方式 

v) 先前資助的企劃案 

vi)    平均金額 
 
i) 一份完善的資金申請清單可以是很好的資源，以幫助早發型社會創業者改

善其資金申請的品質及其關聯性。 
 
j) 一項導師計畫能使得獎者獲取在類似環境中運作，經驗老到之社會創業者的

建議及洞見。 
 
k) 一項媒合社會創業者與能幫助技術轉移的學生就業方案，不僅僅只是增加設

立並經營一項基本企劃案的基礎結構的能力，無疑地能增加其附加價值。

UnLtd 目前正與一系列的大專院校合作，以發展涉及 MBA 學生及第二級與

第三及得獎者的就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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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網絡關係 

l) 聚落：與其他志同道合者面對面的交流互動是一種具有效益的支持、鼓舞及

激勵形式。一個實際的會議（和工作）空間，也可提供眾人分享學識、技能

及資訊之實質資源。 
 
m) 新十字門地區社會創業者的智庫會議：在缺少一個能從事結合社會創業者以

及能夠提高與支持他們貢獻的人士之長期組織的情況下，從三次智庫會議中，

所獲得之見解與行動要點之發展，顯示此類智庫會議能繼續做為當地社會創

業者推動參與最有效之模式。企業諸如森寶利 (Sainsburys)譯註 和公部門資助

者的參與，將大量增加此類組織提供資源及推動變革之能力，以優化早發型

社會創業者對新十字門的貢獻。本評估報告顯示，社會創業者與當地企業界

的互動程度很低。 
 

譯註：J·森寶利公共有限公司（J Sainsbury plc）是森寶利超市的母公司，常稱 Sainsbury's，

是英國第二大連鎖超市公司，佔 16.6%的英國市場。總部位於倫敦市霍爾本圓環。同時該公

司也經營財產及銀行業務。（取自維基） 

 
 
n) 社會創業者名錄：與其他得獎者面對面的交流互動，雖然受到大多數的得獎

者肯定，（在事先徵得同意之下）建立一個所有新十字門得獎者的名冊，詳列他

們的企劃案及聯絡細節，將有助於得獎者匯聚他們的資源及技能。UnLtd 的 2.0
網路平台，UnLtdWorld 已促成的這目標；但也應有其它形式之聯繫方法，來滿

足那些不太願意或不太能夠參與線上社會交流者之需求。 
 

i)  UnLtd World：在獎勵期間初期，為得獎者提供有關 UnLtd World 之說明

會，例如：在頒獎日或甚至申請者個案診斷會議時。 
 

資訊 

社會創業：鑒於 UnLtd 致力培養個別社會創業者之目標，就應確保得獎者充分

了解，社會創業精神及其如何有利於他們的企劃。 
 
這可以許多方式實現，如 UnLtd 的期初研討會，資訊懶人包，或其網頁之一隅。 
亦可邀請「成功的」社會創業者，到研討會或工作坊中演講作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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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整體而言，新十字門的早發型社會創業者，雖然受益於意想不到的地方支持，但

也渴望參與同儕變革者社群，如此他們可得到導師及同儕支持。許多人認為，低

租金的實際空間或聚落，能滿足社會創業者對辦公和活動場地的迫切需求，同時

也使有共同需求和利益之社群得以發展。在本報告的開始，即列舉本計畫之目標，

以及受 NDC 所激發出來之策略成果 (Strategic Outcomes)，及引導 NDC 參與新

十字門之主題領域。以下摘要陳述本計畫是否達成這些目標，以及履行這些成

果： 
 
 

針對計畫目標之評估 
 1 賦予 NDC 居民能力，在辨識當地議題及問題之解決方案方面，發揮更

大的作用。 

在我們所訪談的新十字門得獎者中，最常見的就是想要在其居住的環境中，引起

正向社會變革。在這十位新十字門受訪者當中，都將其經營的企劃案，紮實地定

位在其當地環境的特定需求及挑戰。而且，顯然對於新十字門的再造，並鞏固該

區域成為健全的社區之需求，成為來自該區的影音通訊參與者，在其企劃裡所提

供的說明中，構成一個顯著的激勵因素。 
 
本調查結果證實這點，並指出對解決一項社會需求的渴望，構成開創企劃時的第

二大動力。 
 
 2 為有良好想法的居民提供靈活及方便的輔導與密集的一對一支持，使其

能夠發展其想法： 

為每位得獎者指派一位提供一對一支持的發展經理，以： 

‧ 型塑其企劃案 

‧ 管理企劃財務 

‧ 指引至相關企劃及支持組織 

‧ 在獎勵期間之後，辨識更深入的機會以維持企劃案。 
 
發展經理是影音通訊參與者及調查回覆者，所辨識並高度重視之支持資源。大多

數的調查回覆者，形容所接受的支持為良好或是優良。除了實際輔導及指引之外，

幾位得獎者認為，發展經理對其實現特定想法的能力所展現的信心，深具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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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3 使 NDC 居民得以建立新的社區方案、社區團體或社區計畫 

本調查顯示，有 62%的受訪人認為已創造一項新的服務。而且，關於維持針對這

些服務及方案的需求，明顯多數的受訪者表示，其企劃已被「正面地」或「非常

正面地」接納。 
 
 4 NDC 資助期結束後，鼓勵個體將其企劃想法發展成社會企業或社區團

體 

在完成這份調查的人當中，有為數不少的人指出於獎勵期結束後，其本身有能力

持續企劃。十位回覆者中，只有不到四位表示 UnLtd 獎勵結束後，需透過收費

才能延續企劃服務。但是，參與評估的得獎者的一段話語中，傳達了證明。在討

論未來財務發展時，討論的重點絕大多數偏向資金及資助者，而且通常不會提及

有關財務投資及收入的其它來源。 
 
 5 發展在未來能發揮影響力並更有效率地取得在地服務的在地居民網絡  

大多數受訪的得獎者，皆大量地利用並依賴其個人來自朋友、組織／機構及既有

專業交流的支持網絡。然而，根據影音通訊交換的所有案例，可以明顯得知，得

獎者透過建立及營運其企劃案，創造或（並）增加這些網絡的功能。這點在調查

結果中獲得證實，因為在完成調查的人中，有 86%表示已「在我的社區中增加我

的人脈」。更有甚者，從我們在新十字門的運作上看來，顯然社會創業者方案可

透過擴大機會及獲取服務來幫助當地社區。舉三個例子來說，目前得獎者正在新

十字門提供居民的服務包括：合氣道課程、替代健康療法以及一項打破當地的年

長居民遭受的孤立感服務。調查結果指出這些方案廣受推廣。得獎者將企劃推廣

至當地人士  (83.3%)、社區團體或組織  (66.7%)以及當地學校或教育機構

(62.5%)。 
 
但得獎者明顯地，對於深入發展新十字門社會創業者或變革者社群或網絡感到相

當熱忱，因為這允許知識轉移及擴大合作機會能更容易進行的同時，還能產生更

具效益性的同儕對同儕支援及諮詢。得獎者在參與智庫會議時建議，若在新十字

門內成立社企聚落，這種網絡會自主性地逐漸發展開來（參見「社會創業者」…
那是甚麼？」章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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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NDC 策略成果與主要地區的評估 

 CD1：在當地決策過程中增加社區參與度 
 
只有不到一半 (48％) 的受訪者在調查中表示，經由他們的企劃案，他們「參與

更多的公共及社區生活」。同樣地，我們的質化證據指向，企劃案越來越能參與

地方決策過程。同為影音通訊交換夥伴的米娜和蘿絲，談到關於她們的企劃，就

其在地方上對公部門政策與作法的影響力上，在年輕的新十字門使用者間產生之

掌控權意識的效益。在蘿絲的企劃中，年輕的參與者想要回收再造。雖然當地之

地方議會已提出啟動回收計畫，該團體努力爭取盡快地實施該計畫，而現在她的

區域，已每周一次進行資源回收。同樣地，米娜宣稱由於其園藝企劃之成功及所

帶來的成果，孩子們在某些程度上，擁有要求決策者實現承諾的權力。 
 
 CD2：在 NDC 區域增加直接參與服務提供的社群團體／組織的數量。 
 
調查結果顯示，多達 62％的受訪者表示，已經創造了一項新的服務。評估亦發

現，除了個別居民提供出乎意料地高度支持程度之外，在許多案例中，還同時伴

隨著來自當地學校及其它公部門組織的支持。在影音通訊交換中，從事服務年輕

人的所有得獎者皆與當地學校合作，以成功提供或執行他們的服務。 
 
 希望受本計畫資助的企劃案，也將有助於 NDC 其它主題：犯罪與社區安全；

就業、企業與環境；健康等 
 
舉幾個影音通訊交換的參與者例子：莎朗接受支持，建立一替代醫療計畫，目的

是要帶給整個新十字門社區替代性的健康療法。凱倫認為她所提供的合氣道課程，

透過轉變年青人對於侵犯以及對街頭鬥毆與犯罪所帶來的身分地位的觀念，有助

於減少新十字門地區的暴力犯罪。米娜在當地學校與學生進行的園藝計畫，同樣

被視為有利於健康和環境。蘿絲敏的青年企劃及其資源回收的成就，同樣地在環

境永續方面做出積極的貢獻。以上僅僅取了影音通訊交換所涵蓋的十項企劃案，

而他們被挑選的原因，並不考慮其企劃焦點是否符合 NDC 主題。因此，所有針

對這些主題領域之企劃案，我們預期都將有巨大貢獻。 
 
新十字門計畫所提供混合財務與非財務的過渡性支持，透過一對一協助關係的途

徑，有效地幫早發型社會創業者換取時間，以評估其需要或需求，把一個想法轉

化成一個有效的企劃，即使這些經常是小規模的計畫，以滿足這些需求，並建立

其客戶群及其影響力的證據。在此背景之下，本次評估發現，社會創業的方案確

實對於社區再造有強大的貢獻，但他們需要進一步的支持，以持續這種影響力。

在極度貧困環境中工作的社會創業者，往往以當地的需求為導向，並與當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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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致力於跨越社會斷層線（階級，種族和宗教之間等）的合作。這意味著，在

這種環境中的社會創業者，不僅有效地滿足當地的需求，且提供新的服務以滿足

這些需求，他們還整合社會資本，以協助建立更有凝聚力的社區。但是, 社會創

業者也往往漠視於一般大眾，彼此間亦缺乏連繫管道，因此常抱怨充滿孤立感。 
因此，本評估報告的結論是：想要滿足在新十字門地區建立一個能見度較高的變

革者社群的需求，以彼此提供同儕支持與輔導，且進一步擴大他們的貢獻，以克

服當地的貧困狀況，最有效的方式是透過建立一個專屬的空間或聚落，此場域能

以財務永續的方式，同時滿足運作需求及交流網絡需求。 
 
 
 
注釋 
1. In reality however, it was challenging to recruit award winners who ran projects in less deprived/ 

more affluent areas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the award winners supported by UnLtd operate in 

environments characterised by different forms of deprivation. Thus of the ten award winners 

recruited to ‘partner’ the New Cross Gate award winners, only two ran projects in areas that were 

considered affluent. One operated in a more deprived area of Cardiff. The others either worked 

across the UK, across their area, or worked with an online domain. Therefore the majority, seven 

of the ten, ‘partner’ award winners operated across different social environments. 

2. In the event, we were able to integrate the footage from seven of the ten New Cross Gate video 

letter interviews due to the poor sound quality of three of these interviews. However these 

remaining three video letters certainly informed the main points made in the film. Due to 

resource constraints we were also forced to cap the length of the film at 35 minutes so that it 

would be suitable for a wide audience including most importantly those able to support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 themselves. 

3. See note in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relating to the local nature of focus and 

impacts. 

4. Level 2 awards offer a maximum of ￡20,000 financial support matched by 
non-financial support from a Development Manager and access to the Ventures 
team of consultants. 

5. The words used were: “diversity”,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exotic”, 
“vibrant”, and a “mix match” of individuals. The remaining three interviewees 
described New Cross Gate as “busy”, “friendly”, “built-up” and ”residential 
-once you get off the main drag of New Cross Road”. 

6. Trend evident amongst UnLtd award winners and apparent in figures for Annual 
Reports covering 2005/6, 2006/7 and 2007/8 (available on www.unltd.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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