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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何謂融合價值？ 
 
古人的智慧以及法律定義，清楚地區分「做得好 doing well」和「做好事 doing good」。
企業是個為了尋求經濟價值最大化的營利事業體，而公眾利益團體則是追尋社會

及環境價值最大化的非營利組織。然而，很明顯的是，非營利組織能創造經濟價

值，而營利事業也創造社會影響及價值。舉例來說，出售一億七仟萬盒（美國）

女童軍餅乾 (Girl Scout cookies) 的經濟價值，或是沃爾瑪 (Wal-Mart) 公司提供

一佰四十萬個工作機會的社會價值。1 雖然這些都不是這些組織的最主要目的，

愈來愈多的從業者、投資者及慈善團體正推動著刻意融入社會、環境和經濟價值

的策略。在這個介於商業及社會企業中間運作的組織（姑且不論它們的法律地位），

在社會及商業的價值創造上有著不同的觀點。 
 
事實上，任何組織都有製造融合經濟、社會及環境價值的潛力。2 但大多數的營

利企業在歷史上就社會及環境方面上來說，都表現得不盡如人意，而大多數非營

利組織則是在經濟方面尚待加強。涉足企業社會責任、社會企業、社會投資、策

略公益及永續發展的從業者和投資者，藉由追求可融合社會、環境及經濟價值的

策略，正在改變這個型態。追求融合價值使他們效率大增，這些是從前藉由純粹

的商業或是社會策略所作不到的。此一策略方式不只訴諸在許多直覺層次上，它

還提供一個幫助我們更進一步了解營利及非營利部門日益增長的框架，同時也引

起了學術界、商業作家和媒體的興趣。 
 
 
融合價值最大化的挑戰 
  
雖追求融合價值可得到明確效率，同時，融合價值最大化也免不了有一些挑戰。

事實上，那些投入我們研究過程的與會者和專家們，都認為追求融合價值比起純

粹經營慈善事業或營利事業要來的難。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rfeller Foundation) 
的專案創業實驗 (Program Venture Experiment, ProVenEx) 就是一個例子，藉由這

個以營利為目的，投資領域是有益於窮人和受社會排斥者 (excluded people) 之
方案，以促進基金會的社會使命。3 根據負責 ProVenEx 運作的 Jackie Khor ，「從

事融合價值投資並經營成功的融合價值創業行動，比做純粹商業經營還要困難許

多。」。4 羅伯茲企業發展基金 (Robert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und) 的 Cynthia 
Gair 表示：「要在最能夠支持財務目標與最能支持社會使命目標的行動間做抉擇，

是件很棘手的事。」。該基金會合作對象包括僱用前街友，及經營市場導向企業

的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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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許多人體認到，通過組織創造的價值（無論是營利性或非營利性組織）是一

個經濟、社會和環境元素的融合，現有的思維和做法卻為那些試圖最大化組織完

整融合價值者，創造了真正的障礙－不論是經由獲得資本投資或組織的日常管理。

一位剛從史丹佛大學商學院畢業的大學生，Matt Scott 花了六個月的時間，試圖

為一個建基於照亮世界基金會 (Light Up the World Foundation) 的前期工作，名

為 IGNITE 的社會創業籌集資金，他努力藉由行銷創新產品，如在印度推廣太陽

能供電的 LED 燈，以改善開發中國家居民的生活。經過這次的經驗後，他感慨

地說到， 
 

「我們在 IGNITE 的經驗是投資者仍然生活在一個分歧 (bifurcated) 的世界

中，不是做社會投資，不然就是財務投資，但很少是居於這兩者之間。我發

現投資者通常有兩個口袋，一個是用於捐款，一個則用於利潤極大化。在我

的經驗中，想要向他們推銷融合價值的觀念，通常會導致他們滿臉狐疑，甚

至帶來精神苦惱，因為投資者掙扎著努力想要理解這觀念。」5 

 
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存在另一種心態問題。普遍有一種看法認為，追求社會和

環境的價值將會造成經濟發展的障礙。根據一個聚焦在利害相關者的大型企業全

球網絡，「未來 500 Future 500」的總裁以及執行長 Bill Shireman 的說法， 
 

「我們必須要認知到，在世界許多地方受貧窮所苦，且數十億以上人口更是

極度的貧窮。正因如此，社會改善，甚至是環境保護均高度依賴經濟進步。

我們首先需要讓大家瞭解這點，開發中國家才會知道我們明瞭改善經濟的首

要地位。如果訊息是為了保護社會或環境資產，他們需要在經濟上妥協，那

這個訊息將很難找到一個反應熱烈的聽眾。」 
 
 
融合價值計劃：研究方法 
  
在我們研究融合價值的第一個階段，我們想要了解有哪些組織努力最大化其融合

價值及他們所面臨的獨特挑戰。為了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開始進行廣泛的文獻

和網路探討，並結合與仔細挑選的主要專家進行訪談以發展我們的假設。最後的

過程包含了查詢超過 250 篇期刊、論文、網站和確認接近 300 筆的資源組織。6 

  
然後，有超過 120 位橫跨各個領域，涉獵融合價值創造的從業人員和思想領袖參

與我們的研究，以幫助我們琢磨和更加了解有關的議題。為了要做到這一點，我

們和參與者在北卡羅萊納州、西雅圖、猶他州 7、倫敦、紐約市、華盛頓特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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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舊金山灣區 8 等地召開會議。融合價值的整體概念皆被提出和熱烈討論，然後

請與會者辨識有哪些資源、組織和議題，他們認為是他們工作最核心的部分。 
 
在這些集會後，我們另外採訪了超過 70 位專家和思想領袖，並從另外的 50 封電

子郵件獲取回饋。我們要求與會者討論，融合價值所面臨內部和跨部門之間的關

鍵議題，以及為了克服這些問題的想法和合作的可能性。然後我們匯集了這些領

域的相關資源，並且在融合價值地圖的最終版本，撰寫了我們的研究發現和結論。
9 

 
在我們工作的第二階段，我們促成了一系列與「社會優勢 Social Edge」10 的線上

會議，在一個國際探測行動，將更廣泛的利害相關者結合在一起，以了解在融合

經濟、社會及環境的價值創造時，所遇見的挑戰。具體來說，參與線上討論者談

到了許多資本發展、績效指標和監管／政策／稅收的共同挑戰等議題。 以下的

討論廣泛地借鑑於這些討論以及我們對這些主題的持續深入研究，總結了我們的

研究發現和結論。11 

 
 
追求融合價值 12 

 
雖然所有的組織都有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價值的潛力，我們的焦點是集中在刻

意追求融合這些介於非營利性和營利性部門間元素的從業者和投資者上。 
 
雖然追求融合價值的從業者和投資者共同點很多，我們注意到他們主要在各自的

領域運作，彼此相對孤立。 
 
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我們辨識了刻意最大化融合價值的五個獨立領域： 
  

 企業社會責任， 
 
 社會企業， 
 
 社會投資， 
 
 策略／有實效的慈善事業 及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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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者－那些直接從事組織管理者－一般落在前兩類。投資者－那些採投資和獎

助的形式提供各種資金給那些組織者－落在第三、四類。第五獨立領域永續發展，

則包括投資者和從業者。 
  
隨著我們的研究發展，我們發現外部專家和那些直接參與創業者，無論他們是分

屬哪個獨立領域，都辨識了他們均關切的關鍵、跨領域議題。這些共同的挑戰可

分為以下幾大類： 
  

 創造更有效率的資本市場之需求， 
 
 缺乏評估組織及資本報酬率的通用評估指標； 
 
 創業領導力和組織發展的新方法演化；和 
 
 透過引入新的政策及法規，來達成更有效能的配套環境之需求。    

 
我們的研究結論是，這些挑戰－為相關各獨立領域所共有－最好的解決方式是藉

由利用每個獨立領域間更有效的資訊共享，也許是為研究和行動發展共同議程。

然而，要在這些獨立領域間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種新的合作形式。這種新型式

的合作途徑，將會需要廣大的視野和更廣泛的策略－相對於目前的做法，通常是

建立在有限的戰術策略上，以企圖實現特定計畫目標。我們相信有意義的、基礎

廣泛的變革，只能透過創立著重價值最大化的共同挑戰的跨獨立領域網絡，就像

是由營利企業（例如 eBay 和 Cisco Systems）所建立的聯盟和網絡。13 

 
要讓這個新的合作網絡階段出現，基礎設施需要先建立，使得個別團體能夠針對

他們所共同面對的挑戰互相交流和會談。要促進和支持這些聯繫，也需要精心安

排、協調資源與網絡。我們相信基金會團體在建設這些基礎架構及協助產生新階

段的融合價值創造上，可以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融合價值最大化的三項挑戰 
 
就如同我們於此所提出的，在這個中間地帶更難運作成功有許多原因，但是最普

遍的反應不是問責度的議題，就是缺乏配套的資本市場與創立及投資融合價值的

政策環境基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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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營利事業市場，關於價值創造早有一般人接納的模式，許多在非營利部門

的組織不特別彰顯或追蹤他們的社會成果目標，更不用說對特定的績效目標承擔

責任。根據思高基金會 (Skoll Foundation) 的執行長 Sally Osberg 的說法，  
 

「最近在思高董事會議之際，發生了一個更能凸顯此問題的插曲，一位董事

提到他的大學(一個備受尊崇的機構)，對如何評量其成效一無所悉－即使從

任一方面（即便不是所有「評量項目」）來看，其卓越的聲譽都是無庸置疑

的。」 
  
針對該受評量項目的選定意見分歧，使得事情變得更複雜。Jackie Khor 建議，「身

為利害相關者的我們，對我們尋求什麼樣的社會成果，如何評估可信度和可行性，

並對這些成果負責，需要有一致的看法。」卡爾弗特基金會 (Calvert Foundation) 
策略發展總監 Tim Freundlich，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在傳統的市場，我們都（大致上）歸諸於一組類似的風險／報酬評量及因

素。這是在融合價值領域所沒有的，因為在這領域靠的通常是傳聞和用『心

heart』評量。這裡最大的挑戰是在多個社會價值的創造。在傳統市場而言，

一美元是一美元就是一美元而已，但 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投
資社會報酬率）的價值創造觀念散佈各界－不同的人重視不同種類的回報。」 

  
這種缺乏透明度及因此而造成的缺乏問責度，對我們如何建構融合價值組織的資

金來源，具有重要的影響。無法評估風險和報酬特徵，對投資形成了一個顯著的

阻礙。根據 Mario Marino，「一個值得進一步探索的領域，是更嚴格的審視對非

營利組織提報的要求，這樣一來他們會更樂於提供有關該組織的財務績效和體質

狀況的資訊。」 
  
《在地化：在全球化時代創立自食其力的社區 Going Local: Creating Self-Reliant 
Communities in Global Age》14 一書的作者 Michael Shuman，針對社會資本市場的

議題做了如此結論：「非營利組織對乞討 (begging) 的依賴－哎呀，我的意思是

募款 (fundraising)－限制了這個行業的自尊、獨立性、遠見及影響力。」 
 
法律和稅收結構，定義了營利性與非營利性企業的構成，對那些追求及投資融合

價值的人也是困難的議題。根據太平洋社區風險投資公司 (Pacific Community 
Ventures) 的共同創始人暨總裁 Penelope Douglas， 
  

「我的組織中，以營利為目的的投資活動，及其非營利性的企業支援服務部

門之間，存在大量綜效 (synergies)。然而，目前的稅賦和法律規範都要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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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雙叉式組織結構，導致其管理上有顯著低效率的營運－在本質上，就是一

個全方位模式的弱點。」 
  
創造及投資融合價值對從業者和投資者都是獨特的挑戰。募集資金的低效率，缺

乏問責度及現行政策和稅收結構等，都是追求融合價值時的障礙。我們的研究認

為，已有一些很好的努力正在進行以解決這些議題，但是，我們需要更多的努力。

本文呈現了我們在融合價值最大化上，針對資金、評量標準和政策方面之挑戰的

研究概要和結論。    
 
 

資本挑戰   

 
緒言  
 
資本是（無論營利性或非營利性）組織得以創立的動能，使其得以在特定市場中

創造價值。資本是使創業家得以建立組織，提供服務客戶及顧客的資源。這是使

得企業成長茁壯的必要元素。 
 
在融合價值地圖中，我們討論了一些社會資本市場的低效率現象，包括： 
 

 交易成本高， 
 
 缺乏適度的資訊流通， 
 
 缺乏市場回應， 
 
 缺乏組織績效與資本配置間的聯結， 
 
 缺乏共同的標準與定義， 
 
 缺乏中介機制，及 
 
 缺乏對存在風險和各種回報之間的關係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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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特別強調了缺乏適當的必要財務工具，來支持不同組織對追求各種類型的

回報，這些回報融合了價值創造中的財務、社會和環境成分。這種低效率的資本

市場，加上缺乏工具，抑制了管理者努力追求融合價值的付出，無論是在主流企

業，新興營利性社會創業或試圖擴展其規模的社會目的企業都存在這種情況。 
 
卡爾弗特基金會 (Calvert Foundation) 的 Tim Freundlich 對社會資本市場的期望

做了一個結語， 
 

「基本上，我們必須將更高效率／有效能的融合價值資本市場的形成操之在

手；這市場包括我們在傳統資本市場習以為常的元素－中介機制，透明度，

財務工具，包括公開交易證券，流動資金，風險資本（獎助金之外）及參與

投資者的集團／網絡。」 
 
在我們目前這個階段的研究，我們和研究參與者及專家持續探討這些議題。我們

討論了我們如何能克服社會資本市場的無效率，和創造新的投資工具的所需。我

們也討論了基金會在提供融合價值組織更多及更適當架構之資本的角色。從這個

額外的研究階段所出現的關鍵主題有以下幾點： 
 

1. 供給和需求的區隔， 
 
2. 更多樣化的財務工具的發展及 
 
3. 中介機構的角色。 

 
以下我們將逐一探討這些主題。 
 
 
供給與需求之區隔 
 
當我們開始看到在融合價值領域中不同的子集的投資者和投資活動時，無論是在

需求面或供給面，我們仍然缺乏一個精密的市場區隔。在社會資本市場，沒有適

當的分類系統，缺乏針對績效的公開資訊，且對由衷（或非理性）捐獻與策略捐

獻的區別也很少。這種缺乏區隔抑制了資本的流動，使投資者難以識別和審核潛

在投資，並限制了新興企業取得資金的整體管道。 
 
在營利市場中，投資者皆知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特點。在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

領域，分類系統及更有效的特色分類，將有助於提高整體市場效率。根據「公益

創投夥伴 Venture Philanthropy Partners」理事長 Mario Marino 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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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個領域已經完成的工作中，一個一直都是既有趣又令人沮喪的現

象，就是明顯缺乏適用於非營利部門對資金的供給方和需求方的『市場區隔

market segmentation』。我相信，開發各種具有相似特徵和需求的投資者簡介

或分類，對找到永續的資金來源至關重要。而且…真正的挑戰將是了解每一

類投資者他們想要的資本投資報酬細節。」 
 
Emerson 和 Wachowicz 描述針對某一特定領域非營利性活動的「產業指數

Industry Index」的願景。15 這類指數使社會投資者能比較某特定市場區隔內的組

織，例如青年計劃或勞動力開發。然而，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指數存在。由獨立部

門 (Independent Sector)16 和其他人士概述的非營利部門的基本區隔層級之外，

Emerson 在加州管理評論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文章 17 中，也概述了

一般投資機構的光譜帶，而融合價值地圖 (Blended Value Map)18 也列出了從業

者和投資者的類型。雖然這只是一個開始，對融合價值領域的供需雙方，有必要

做更多的細度區隔。 
 
在定義這個領域時，遭遇的部分問題是語言。19 雖然取得資本的管道在各方顯然

都是一個議題，特別是對供應方而言，更是如此。Domini 社會責任投資的首席

投資長 Steve Lydenberg 清楚的點出，「有人可能會爭辯，以營利為目的的監獄

管理是一種融合價值的主張（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心態提供公益活動），但是我

不支持這看法也不想要稱呼它為一個社會企業。」。比方說，對於不同類型的社

會企業有明確的定義，是建立一個定義明確的資產類別的關鍵。還有其它一些也

應該被探討重要的區別有： 
 

 投資資本應放在哪方面（股權或貸款），才能帶來積極的財務回報？ 
 

 哪些類型的資本工具需要何種形式、金額的補貼?   
 
 哪些領域（例如住宅或社區發展）具有有形資產，例如建築物或產業，

存貨等，可以被用來作為債務融資的基礎？ 
 
 什麼領域（例如人力服務或社會服務）資產及成果較不明顯？ 

 
在資金供給方的另一問題，是缺乏各種組織績效的公開資料或分析。在這個領域

中，建立記錄和取得組織績效資訊的方法，將促進改善資金供給的區隔。根據一

個致力於支持推展非營利組織更有效的績效指標之國際對話與行動組織，

ACCESS 的執行長 David Bonb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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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中國家，其實有相當大量有關社會價值創造績效的優良獨立分析， 
從來沒有被美國或其他地方的個人社會投資者所用。這種「市場情報 market 
intelligence」握在基金會專案人員、援助行動的專業人士以及各種各樣所謂

的『開發顧問 development consultants』手中。」 
 
許多作者呼應這種看法，例如，最近一期的「麥肯錫季刊 McKinsey Quarterly」
有一篇關於慈善事業的知識管理的文章表示， 
 

「慈善基金會是知識密集型的機構。幾乎他們所做的一切，從辨識有創新力

的非營利組織、到評估獎助款和出版政策形塑報告，均依賴使用人力和智慧

資本。但許多慈善事業…既沒有組織架構，也沒有正確的系統來管理他們的

知識。」20 

 
在需求面上，非營利組織有許多不同的資金來源或募集資金的方式。資金導向是

常用的區隔方法。例如，資金可以區為特定計畫，捐贈，資本投資專案（如：一

個大規模及昂貴的計畫，以建設或改善某資本資產，如工廠等）或一般無特定目

的的支持。另一個潛在的區隔方式是依投資者的意圖，例如財務回報，風險等級，

所期望的社會成果或其他無形的效益。至於供應面上，對投資者特定利益更詳細

的概述，將有效促進需求和供給的配套。卡爾弗特基金會執行長 Shari Berenbach
將問題做了很好的總結， 
 

「一些社會投資者以為他們尋找的是同等的財務回報，並相信投資在經過篩

選的公開上市股票和債券就足夠了。而其他人則願意把自己的本金拿來冒險，

尋找一些超越單純慈善事業的淨正向影響力的回報。我們越能夠清楚地說明

社會投資者的子類型 (sub-classes)，我們就越能將投資者興趣與融合價值產

品做更好的搭配。」 
 
供應面一個特別重要的區隔是「頭對心 head versus heart（理性對感性）」。許多

作者將在非營利部門籌募資金，與在營利性資本市場籌募資本的成本做對比。他

們指出各種各樣的低效率情形，但都聚焦在他們自認非營利部門籌募資本時所面

臨的高成本。21 要討論這個對於資本成本的概括式批評 (blanket criticism) 前，

必須先對需求面有較詳細的審視，並了解這兩個非常廣泛的領域，其實會常被混

為一談。 
 
在非營利領域，理性相對感性是一個重要的區別。雖然大多數捐助者的渴望創造

了「市場是非理性的」觀念，這種情緒連結並不會比消費者在營利市場購買品牌

的零售產品時，所感受的情緒連結或自我感覺良好的因素更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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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而言，股權投資者和客戶或公司所服務的買家間的區別

是鮮明的。籌募資本的成本是資本市場的成本。行銷成本是試圖增加銷售成本的

一部分。相反地，在非營利部門，許多「投資者」 都不是真正的投資者。對於

大多數藝術表演團體而言，大部分個人捐款的來源是長期觀眾。22 在許多其他非

營利部門，捐助者可能是因為情感聯結或「感覺良好 feel good」（因為缺乏一個

較貼切的說法）因素的買家。根據一個有15年歷史的科技社會企業組織Benentech
的創始人 Jim Fructerman 的說法： 
 

「在非營利部門，資金的來源混和了客戶和投資者。我的經驗是，顧客的特

性占較大部份的比重…所以，我們花時間努力迎合這兩個原本相互競爭的客

源，同時希望能有一個與營利性資本市場有相同運作模式的資本市場，在這

裡，風氣扮演相對較小的角色，並有一個回饋機制，最終修正過度的風氣。」 
 
在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針對這個問題做了一些闡釋。這篇作

者訪談了 22 位個人捐助者，他們大多數是商務人士，每年捐贈合計高達五千萬

美元。他們發現這 22 個人當中，只有四個人對得到非營利組織更好的績效數據

有強烈的興趣。該篇文章概述了捐贈者無法理解績效評量的必要性，缺乏時間去

處理這個話題，對所衡量項目缺乏信心，認為那只是一個對稀少性資源 (scarce 
resources) 不當的利用，並且期望法人資助者應該為他們進行績效評量。23 

 
由波士頓學院 Paul Schervish 對捐助者的動機研究，也有類似的觀點。Schervish
指出了在財富與收入分布圖上最富有的家族提供捐獻的重要性。在 1994 年，有

45％的慈善捐款總額，來自於 0.08％淨值為 100 萬美元以上的家族。然而，他指

出捐贈人個性和個人連結對選擇這些慈善行為的重要性，他的結論是「慈善捐贈

來自打造捐贈者和受贈者之間的連結和心理連繫。」24 

 
如果將非營利籌款分為兩類，並且把從政府、基金會機構和其它大型先進的捐贈

者籌到的資金，當作資本市場交易行為，而將市場行銷和花在吸引眾多個人捐贈

者的投資當作銷售成本，那我們就能與營利性模型作一個更公平的比較。25 

 
根據AAFR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und-Raising Counsel美國籌款律師協會)，
在 2002 年總額 2,410 億美元的慈善捐款中，84％來自個人捐贈和遺贈 (bequests)，
而只有 16％來自於財團法人和基金會。這個 16％或 390 億美元可以被視為社會

資本市場，而其他 2,020 億應該被認為是銷售總額。26 

 
讓捐助者自我感覺良好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但我們還需要確保在行銷泡沫之下，

創造真正的社會價值。越來越多出自理性，將重點放在成果和影響力的資金，將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甚至是在個人贈予部分也如此。提供關於非營利組織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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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其 IRS-990 表格（免稅用）副本的 GuideStar 是一個好的開始。27 電子慈

善事業 (E-philanthropies) ，例如 Microaid，Netaid 和 GlobalGiving 提供了關於

具體組織更多的細節。28 這些資源及進行捐助者教育，可能有助於提升對不同捐

助者區隔和對問責度需求增加之間的區別。29 

 
即使我們作出這種區別，並分離出個人捐助者，我們仍然會發現社會資本市場效

率低下，因為基金會和其他社會投資者往往要求與所作投資有更高程度的互動，

以致增加交易成本。根據 Shari Berenbach， 
 

「雖然傳統市場重視『匿名 anonymous』交易–通常那些尋求融合價值者，

對他們實際補貼的交易，會要求更直接的溝通和社會回饋。傳統證券的實際

分銷渠道，往往與所要求的溝通和更高層級的接觸是相互牴觸的！」 
 
因此，有需要更進一步理解關於各種社會資本市場的資金來源和用途。在供應面

上，我們需要一個更精細的各類組織分類。我們還需要這些機構更公開的績效資

訊。此外，對於投資者的動機和願望，我們需要更多的了解。最後，我們需要管

理我們對個人捐助者針對這些資訊的反應程度的期望，但我們相信基金會團體在

這方面的方案上將大有收穫，而這些努力也可能在個人捐贈部分，有助於增加更

具策略性的思考。 
 
 
財務工具的發展 
 
投資者的工具包：透過一個統一的投資策略產生多重報酬，30 將金融資產分為三

大資本類別，並在每個類別中，提供投資者可以借鑑的具體相關辦法的細節，還

分別附上實例。這些類別包括： 
 
1. 要求符合市場投資報酬率及風險調整後的財務報酬，同時產生融合社會和經

濟報酬的資本  
 
 代理投票權和篩選市場投資報酬率的投資 
 
 機構債權／債券投資。 

 
2. 接受財務報酬低於風險調整後的市場投資報酬率，以換取更大的社會報酬，

同時產生融合社會和經濟報酬的資本 
 
 社會創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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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投資 
 
 社區發展創投資金 
 
 直接貸款給非營利組織 

 
3. 產生社會報酬的核心使命之資本，但沒有財務報酬 
 

 策略性獎助金。 
 
作者所介紹的工具，係從「無損害 do-no-harm」投資到積極一致性投資的延續。  
他們的論點是，投資者應該將他們的投資視為一個「統一的投資策略 Unified 
Investment Strategy」－它不僅是經濟績效及報酬最大化的財務資產管理途徑，還

要求社會和環境影響力最大化。31 

 
為了建立一個統一的投資策略，這個工具包是一個有用的框架，但仍然存在的一

個關鍵問題，就是缺乏支持第二和第三類的融合價值活動的財務工具。一個在可

增加一系列可用的工具方面提供非營利組織特定希望的領域，就是尋求傳統資本

市場。根據新罕布夏 (New Hampshire) 大學的 Michael Swak， 
 

「在『社會』資本市場中，沒有足夠的資金能滿足對資金的需求…尋求傳統

的資本市場是非常可行的方法，其實，如果我們想要對社團、個人及社會企

業中增加資金的供應，這還是非常必要的。」 
 
Swak 認為，傳統的資本市場提供了機會，特別是在證券化 (securitization) 領域。

根據 Swak 的說法，在「無高牆華爾街 Wall Street Without Walls」（wall 的雙關語）

和「金融創新圓桌會議 Financial Innovation Roundtable」的旗幟下，一個團體創

立了第一個有「擔保 insured」、匯集社區發展貸款的資產抵押證券交易。32 然而，

他認為要成功打造這個市場，「我們最終需要建立一個機構之間的基礎架構，以

分享數據、共同的文件紀錄和績效標準，諸如此類。」 
 
另一個例子是卡爾弗特基金會的社區投資債券，它是一個用來推動更多的資金進

入這個市場的新工具。卡爾弗特基金會的社區投資債券，目前為二千多位個人和

小型機構管理七億美元的資產，在全球約二百個社區發展和社會企業，專門選擇

「低於市場」水準的投報率的投資組合。33 

 

14 
 



 

對於許多投資者而言，在新興的社會企業投資的一個嚴峻挑戰依舊是—退場機制，

即投資者如何在不耗盡提供類似創業行動的整體資本來源的前提下，將來能夠回

收他們的投資？Wayne Silby，即卡爾弗特集團之共同創辦人，提出如下的觀點：  
 

「融合價值投資者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當計畫成功時，他們最後如何撤出或

回收再利用他們的資本…也許一些基金會可以聯合起來，形成一種長期的信

用銀行。這個銀行可貸款給成功融合價值的企業，用適度利率，設定合理的

抵押基礎…借款人可將貸得金額，先償還他們的早期投資者…如果能實施這

樣長期的信貸機制，也許這將鼓動更多的早期投資？」 
 
在融合價值地圖中，提供多項選擇，以為這些資本市場創造更大的流動性。這些

選項包括：資金市場銀團的策略，創造二級市場和相關的一般出資人之創新作法，

以利用目前被投資在主流資金投資的資產。雖然這些策略帶來一些希望，我們相

信基金會團體在建立必要的基礎架構，藉由創造替代資產類別的產品上，動員更

多的資金投入，和追求一個例如上面由 Silby 所提供的策略的想法上，都必須扮

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確實，就像一個旨在將社會和環境商業議題融入企業作為

的智庫和諮詢機構 Origo 的合作夥伴 Eliot Jamison 所陳述的：  
 

「我們正在研究，在發展中國家有什麼樣的機制（例如提供擔保或從慈善性

投資者獲得後償資金），可以為處於擴張階段的社會企業釋出新的貸款資金。

儘管在過去的歷史中這方面的合作有限，我們在基金會、國際開發機構和社

會投資基金間，看到了大量的合作機會。」 
 
在融合價值投資的新融資工具領域有一些前途看好的探測活動，然而也需要有更

大量的活動以提供必要的資金。我們相信基金會團體在嘗試新的工具及散播有助

於拓展市場的學習上，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介機構的角色 
 
一個提供研究金給社會創業家的非營利性組織，「阿育王 Ashoka」的理事長、創

始人兼執行長 Bill Drayton，在最近聯盟 (Alliance) 的一篇文章中，概述了以營

利為目的的資本市場和社會資本市場的對比： 
 

「沒有具高度敏感度、創造性、多元化的金融服務機構提供所需的服務，企

業不會有今日的成功景況。天使投資已發展了 15 年。再就是風險投資家，

投資銀行家和商業銀行家，租賃公司和其他專家，顧問和經紀人等等。有些

公司的專長依風險層級分類，其他則是依照產業類別而定。機構發展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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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滿足商業界不斷變化的需求…很少有這類機構存在是為了服務社會創業

家，以及更廣泛的公民組織。」34 

 
許多 Drayton 所描述的實體，可以稱之為中介機構 (intermediaries)。中介機構，

不論是在美國或國際上，在促進投資者和被投資公司之間的資本流動上，扮演了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中介機構在使市場更有效率上可以有積極的成效，尤其是當

價值計算有其困難度時。 
 
在社會資本市場中，藉由提供客觀的投資質量評鑑以提高工作效率，並透過匯聚

投資，以為「適當」的尋求資金組織匹配「適合」的資本工具，中介機構可以提

升社會投資者與被投資公司的關係。中介機構也可提供投資者和被投資公司之間

的關鍵連結。就像卡爾弗特基金會執行董事 Shari Berenbach 所觀察到的， 
 

「卡爾弗特基金會深深相信，社會資本市場就像任何其他市場一樣，需要『市

場創造者 market makers』來定義標準與規範，提高透明度並促進更高效率

的交易。目前的社會投資者，尋求與社區發展以及社會企業建立直接的財務

關係。然而，許多投資者和投資公司之間的直接關係，是極度地無效率且令

人難以承受的昂貴。資金的來源和用戶的雙邊利益，可以透過市場中介機構

達到最好的成果。」  
 
成長慈善網絡 (Growth Philanthropy Network) 的 Alex Rossides，和一個旨在發展

權國系統，以推廣表現頂尖的非營利組織，及社會目的企業之地域性擴展的非營

利性組織新倡議，也有類似的看法： 
 

「如果如何更有效地搭配適當的資金提供者和接受者是一個關鍵的挑戰，那

麼這可能隱含的是，為了讓資本系統成功運作，中介機構扮演了一個更重要

的角色。除了在吸引從主要資金匯聚者到分配資本給當地終端用戶上，發揮

至關重要的角色，在建設必要的基礎架構，使資金更有效率地流動方面，中

介機構也可以扮演更大和更加系統化的角色（即：基於個別區隔之需求的新

產品，管道，法律結構和合作關係。）」 
 
除了連接在一個特定的市場中的參與者外，中介機構也可以扮演調節市場的角色。

Stephen Jordan 強調了一些導致對能夠監督市場風險的中介機構產生需求的潛在

議題， 
 

「我越來越擔心沒有人談論主流化這個概念的潛在缺點…融合價值若落入

心懷不軌之人掌握，這樣可能會演變成鼓勵金融機構去…放款給低於標準的

市場…一個相關的問題是，它可以被用來作為一個正當化資源的次優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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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的論點…我對這個討論的看法是，這有

點像是耍平衡的戲法－我們如何將更多資源流向透明度較低、認知風險較高

及報酬較少的市場，而不會對廣大的市場造成扭曲？在這種情況下，也許我

們需要專注在風險中介機構，作為這一個領域長期機制發展的一個關鍵部

分。」 
 

最後，網際網路及其相關的技術工具可以提供一個虛擬平台，可以幫助這個新興

市場連接原本完全異質的領域。前面提到的電子公益事業 (e-philanthropies) 能
夠使得捐助者獲得更詳細的訊息，以降低在他們的社會投資上的成本結構。然而，

後續值得觀察的是，捐助者在進行他們的公益投資時，確實選擇使用這些資訊門

戶網站的程度。一些資金雄厚的電子公益事業，例如 Charitableway.org 和
SeaChange 已經不存在。根據「敏銳基金會 Acumen」執行長 Jacquelyn Novogratz
的觀察，一個公益創投基金，對同時包含營利性和非營利組織的組合進行投資

時， 
 

「有一些組織在萌芽初期：例如 Charitableway.com, SeaChange, Helping.org
等等。他們之中很多組織很快地就壯烈犧牲了…因此，當我們開始思考運用

入口網站作為對外溝通管道時，我們很幸運我們不是一個先行者…前人的這

些失敗經驗無疑的教了世人一件事，就是一般人在思考他們對公益行為的選

擇時，並不會一開始就依賴網站獲取資訊－至少，這樣的時機還沒到。」35 

 
中介機構在資本市場的有效運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社會資本市場在這方面

卻非常缺乏。雖然網路和技術工具可以幫助填補缺口，社會資本市場的基礎設施

需要有更重大的投資，才能夠有效的運作。 
 
 
結語 
 
對融合價值市場的非營利部門而言，來自個人捐助者的資金，雖高達非營利性資

金總額的 x%，不是也將不會有足夠策略性，這樣的體認對基金會及其他有能力

為這個市場進行策略性投資的出資者製造了一定程度的責任。雖然我們可以冀望

電子公益事業的出現和對捐助者教育的愈加重視，將會增強主流非營利的籌資效

率和效能，我們應現實地面對這種努力的影響力，而不是指望全面性發展各種在

營利性資本市場常見的高效率。然而，隨著更充分適合非營利組織的衡量標準、

方法和監管框架的建立，我們還是對此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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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足以與營利性資本市場、法人基金會、政府及其他大出資者相提並論的非

營利組織，在籌資方式變得更有效率上具有很大的潛力，所以我們應該把注意力

集中在這一個領域。 
 
為了增加策略性籌資和投資的實踐，如果我們想要創造一個更有效率的社會資本

市場，我們相信應該專注於眼前三個領域： 
 

 關於融合價值資本供需雙方的資訊區隔和傳播的額外研究， 
 

 增加針對融合價值金融工具的實驗，並做詳實紀錄，和 
 

 擴大能夠促進社會資本市場高效運作的中介機構的支援。 
 
區隔：一個依 GuideStar 的指示而建構的「資訊中介組織 information intermediaries」
具有一個潛在角色，雖然它的重點是提供有關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組織客觀的

質性及量化資訊。這樣的中介組織會創造一個依部門和子部門分類的編目，以提

供可供比較的結果。同樣地，一個概述了不同的資金來源，以及他們尋求的投資

對象的集中性資源，也會有利於有效率地媒合資金提供者和使用者。 
 
財務工具：基金會和其他社會投資者需要具有更大的意願，不只是要嘗試新的工

具，也要保證這些投資者所獲得的知識不被與外界隔離。我們需要更好的詳實紀

錄和傳播既有的成功案例，更需要從不太成功的實驗中吸取的經驗。此外，這個

實驗和紀錄應該同時包括非營利性和營利性融合價值投資的範圍。 
 
中介機構：根據已經在多篇文章發表的資本市場分析 36，（中介機構）分析社會

資本市場現有的基礎結構，以辨識最大潛力存在處的具體差距。一旦一些初步的

研究制定了建設這個市場的基礎，下一個步驟將是提供資金支持既有的和新的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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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和績效衡量標準 

 
緒言 
 
關於衡量標準的全球性討論其實相當簡單。我們所需要做的是協議要追蹤什麼數

據或指數、如何用最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來追蹤、如何將這些數據整合到決策中，

以及最後，如何指定準確的估值。當然，魔鬼總是藏在細節中!  
 
我們處理問題的方式非常重要。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問可以衡量什麼，那我們將永

遠無法得知整體樣貌。更確切地說，我們應該一開始就問更根本的問題－「我們

想要如何改變世界？」。抓住了這個要點，我們就可開始去確認，什麼樣的行為

可以造成我們所追求的終極變革。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將那長遠的願景，開始

落實在我們的特定組織或是計畫活動中。 
 
當我們深入探索評估社會價值創造之議題時，應該留意某些風險： 
 

 當我們盡力負責任、評估進展時，我們是否冒險勉強創造了一些數字，

卻不能充分反映我們在工作中所創造的真實價值？ 
 

 當焦點放在決定什麼項目適合拿來衡量時，是否會使我們用某些方式，

危及終極願景或使命？ 
 

 在我們匆忙解決問題時，我們是否冒險地跳過有關變革理論一些重要的

討論，而集中心力在更多顯而易見的徵兆，而不是解決有困難性、挑戰

性問題的根本原因？ 
 
最後，我們必須要問，針對我們特定的興趣及活動領域，哪部份的理論早已被證

實？哪部份是使用現有工具和指數能準確衡量的？對於我們的目標和技術，我們

做了哪些假設以實現這些目標？針對那些很難評量、量化及估值的成果，我們應

該如何進行追蹤或溝通？ 
 
我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處理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達到共識。一套足以用來評估

相關組織及投資基金的非財務層面績效的公認衡量標準並不存在。即便我們有這

一套衡量標準，我們可以評量這些非經濟指標，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精準地做出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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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價值地圖包含影響創立健全的衡量標準方法之議題的廣泛討論，像是缺乏持

續有效的方法和工具來評量及提報社會價值，針對評量的焦點缺乏共識，以及許

多人對實際測量的項目，並據此向外部單位呈報的內容質疑或缺乏信心。 
 
在這一階段的研究，我們更進一步審視這個領域中正在進行的工作，並探索處理

這些問題的方法，以下論述討論： 
 

1. 針對不同目的，推動不同衡量標準的觀點  
2.  我們如何改變世界：變革理論 
3.  評量項目：指標與數據 
4. 如何衡量：架構與能力建構 

 
 
不同目的，不同的衡量標準 
 
包含我們自己在內，很多評論者，對於缺乏大眾所認可的一套評估社會價值創造

的衡量標準感到惋惜。其實有許多很好的方案開發許多不同的評量方法，但它們

少有共通的架構或工具可以被廣泛應用。有一部份的問題在於，這些評量或工具

適用於不同的目的，而在我們開始在應用方案間尋找共通性前，我們需要明確地

知道，我們想要達成的目標是什麼。瞭解各種型態的衡量標準間的區隔，對了解

他們特定的應用範圍和他們如何融入更廣泛的「評量家族」的認知是非常關鍵的。

第一個重要的區別，是關於評量系統的目的與受眾。 
 
目的之一般分類包含以下系統： 

 測試「變革理論」（通常稱為評估） 
 改善經營管理決策 
 作出投資決策 
 向外部股東報告進度 

 
以下逐一討論 
 
測試「變革理論」的系統（通常稱為評估） 
這領域係大部分目前進行中的社會科學和實驗性研究的焦點。典型的「變革理論

theory of change」會用因果關係 (causal relationship) 來解釋一個企業如何產生社

會影響。藉由最嚴格的控制組和實驗性研究方法，來決定某特定因果關係中的統

計確定性。其中許多計畫是特別地設立來測試某變革理論或測試特定的專案性干

預措施，因此這類評估在計畫目標中扮演著最關鍵的部分。取得相對客觀的「變

20 
 



 

革理論」測試，對於投資者和資助者而言是很重要的，他們得以據此評估各種專

案計畫的功效、社會創業的發展並提供公共政策參考。 
 
許多情況下，所謂的「變革理論」指的是一個強調行動、短期成果及長期成果之

間的因果關係的架構。Bridgespan Group Inc 顧問公司，為了整合目標和管理流

程，用標準化流程來幫助組織清楚表達其「變革理論」。同時「變革理論」亦可

指針對社區型方案的評估，因為實驗型方法在這些方案並不可行。37 

ActKnowledge 和 Aspen Roundtable 為了幫助組織表達其變革理論，彼此合作開

發線上工具。38 這種表達方式使得「變革理論」成為很有用的工具，這與在下一

項目討論的「邏輯模式 Logic Models」有許多相似之處。 
 
在營利組織領域，相關的變革理論常常被稱為「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案例」，或其

它為追求融和價值或三重效益 (triple bottom line , TBL) 的商業發展策略的經濟

論點。39 大量研究早已測試企圖結合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各類理論。40 術

語或有不同，概述和測試變革理論的流程都同樣適用於非營利和營利性領域。 
 
一旦理論被提出，理論應當要嵌入於組織使命及策略之中，且能指引每一個相關

層面（即組織、社會、國家等）的績效指標。而有鑑於變革理論的重要性，它應

是其他領域的評量和衡量標準的基礎；在下一部份，我們會更深入探討這主題。 
 
改善管理決策系統 
這些衡量標準，對於組織或計畫而言通常是內部性的，且聚焦在判斷組織朝向目

標發展的成效；其主要的目的是提供經理人回饋，以改善績效。所謂的組織「社

會管理資訊系統」41，主要功能在於組織績效以及運用一些如 New Profit 公司 42

所設計的平衡計分卡 (balanced scorecard) 和 United Way（聯合勸募）的成果衡

量資源網絡 (Outcome Measurement Resource Network) 等方法。43 

 
雖然在非營利組織之間仍未廣泛應用，邏輯模型最近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44 邏

輯模型詳細描述特定的組織、計畫或方案的投入、活動產出和預期結果。例如，

員工發展計畫的「產出 output」可能是失業者接受訓練的人數，而其「成果 outcome」
則為失業者獲得工作的人數。只要是發展邏輯模型是可行的，基金會也逐漸開始

要求受獎助者，提供這類的相關資訊。45 

 
供投資者作出投資決策的系統 
這些衡量標準是為了投資者能夠精準衡量投資對象的績效，是否依其目標（或投

資者特定目標）進展，以及讓投資者得以對類似的組織進行比較，和評估異類投

資的組合。有許多封閉式基金，像是 REDF (Robert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und)46、敏銳基金 (Acumen Fund)47 和許多社區基金會，都會監測投資績效。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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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未來領袖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Leaders Tomorrow) 
在一份有關評量公益影響力系統的報告中，將不同的系統依結果 (results)、績效 
(performance) 及比較 (comparative) 等項目分類。他們發現其中最常用的系統是

結果： 
 

投入  活動  產出  成果 = 量化結果 48 

 
在營利事業領域，焦點著重於比較工具，像是社區企業聯盟 (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 的標竿措施，其所公佈的「百大重要公司 Top 100 Companies that 
Count」以各家企業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力進行排名。49 同樣地，道瓊永續發展

指數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 也提供了永續性標竿，讓投資者可以

比較多元的投資方案。50 

 
向外部股東報告進度的系統 
這些衡量標準系統的作用是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及確保全體組織的問責度。

GuideStar、ACCESS、SustainAbility、AccountAbility，和其它報告三重效益績效

的架構都屬於這一類。此外，非營利和營利企業的組織報告系統亦可提供相同作

用。51 

 
這些項目的分類看似清晰明瞭，但大部份的評量系統並不能如此清楚切割。事實

上，在上面所列的各種系統之中，絕大部分都有大量的重疊。舉例來說，管理決

策衡量標準的方法和用來報告特定社會目標進展的方法有數個共同的特點。話雖

如此，在針對預期目標與受眾上，有清晰的評量系統很重要，因為並非所有的系

統對所有的受眾都是有助益的。 
 
對組織或計畫做決策時有用的衡量標準，對於投資者和向外部股東報告進度時不

見得一定有用。當在談論盧比肯 (Rubicon) 擁有的績效追蹤和評量系統時，盧比

肯計畫（以創造成功且持續的方法，來為無家可歸、低收入、暫時失業和失能人

士提供服務為目標的社會企業）執行長 Rick Aubry 特別強調這一個論點： 
 

「這些衡量標準雖然重要，還需要繼續改進，因為它們在獲取人們所創造的

價值上，仍遠遠落後；且作為衡量價值的工具，也還高度的功能不足。我們

在盧比肯已經花了數年來建立最好的評量系統，而其價值主要還是針對組織

內部：它幫助我們評量什麼功效最大，讓我們可以將工作做得更好。這個評

量系統在嘗試說服他人做投資選擇時的價值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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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特定的評量系統或指標的用途並不明確。在美國加州聖荷西，社會發展貸款 

(Lender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執行長 Eric Weaver 闡明，「身為執業者，

我對於出資者及投資者持續地提高向我們索取數據的需求感到害怕，尤其他們一

一要求用不同的格式提供不同的數據。」 
 
所有類型的出資者都必須要瞭解這點，還要注意到他們對受資助者提出有關數據

的要求。思高基金會 (Skoll Foundation) 的 Ruth Norris，簡潔地為這個論點作出

總結：「捐贈者在評量大型投資組合的影響的所需，與計畫執行者在如何幫助他

們在工作上提高效率的所需，兩者是截然不同的；而期待執行者承擔管理數據的

重責來實現上述兩者，更是不切實際。」 
 
對於評量系統來說，不明確的目標或是定義模糊的目標受眾，會造成組織內部與

外部大量的工作，並導致所建立的報告系統變得毫無價值。雖然對於投資者和其

他外部股東很重要，但因為問責度未必是改善組織效率或績效之關鍵的緣故，使

得這議題變得更加複雜。因此，被要求提報社會和環境績效的社會企業或大型企

業的經理人，可能發現他們所被要求去追蹤與他們本身的挑戰或訊息需求不相干

的資訊。 
 
能夠讓外部團體證實組織責任的定期報告，不應該與評量成果混淆。如果我們依

照馬斯洛人類需求五層次理論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來看這個議題，那

麼最基本程度的問責度，可以被視為是一個組織遵守法律／稅賦及其他規定— 
將每一位經理人和投資者的後續資訊需求，都依照最基本的報告規定而建立。 
 
總之，對於所有評量系統來說，在選定適當的架構以及確定將作為評量基礎的必

要數據之前，決定適當的受眾和目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如何改變世界：變革理論 
 
當在與評估組織績效相比，而數據被用來證明基礎變革理論時，對要求事項通常

會更加嚴格，對從業者的要求也更多。在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雙重效益計畫 (Double Bottom Line Project) 共事的莎拉•歐森 (Sara Olsen)、凱

茜•克拉克 (Cathy Clark)、威爾•羅森維 (Will Rosenzweig) 和龍大衛 (David 
Long)，共同依據可信度 (credibility) 首先提出一個五階段的影響評價架構；52

在最高階段的「證實影響 proven impact」中，有由第三方以最強力的實驗設計標

準進行研究，以證明其基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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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森 (Olsen) 說明：「人們可以使用與預計評估對象類似的情況，將其研究結果

視為『代替 proxy』數據…這方法比起執行原始實驗 (original experiments) 更加

可行，只要代替數據是高度相關、可轉移以及本身具可信度，那麼它便可以增加

社會影響價值評估的可信度。」。威佛 (Weaver) 指出歐森做法的效能： 
 

「選擇高績效的社會企業，並與他們簽訂契約來進行『凱迪拉克』式（最高

規格）的數據採集是很好的主意，但執行的理由應當是為了證明某特定的概

念，例如『個人發展帳戶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ccounts, IDA)，如果用

某某作法，將能夠幫助低收入戶擺脫貧困』等。在某些時候，在計畫效益呈

現出來後，日後的從業者不應該被要求得完全符合此高規格的數據採集標

準。」 
 
但是，應當謹慎使用「代替」數據。諾里斯 (Norris) 提醒：「評量社會報酬所牽

涉的概念跨越語言和文化的變數。而中期發展結果的假設成就，能帶來明確影響

力的變革理論，其發展與監督並不充足。」 
 
身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扶貧行動創新組織 (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 （以實驗研究方法評量扶貧方案影響力的組織）執行長兼創始者，狄恩•
卡爾藍 (Dean Karlan)，提醒我們應要在組織自我評估所需，及決策者、捐贈者

和投資者影響評估的公信力兩者間作出區別。他說很多組織無法達到最高層級，

「然而，決策者是都應該清楚知道。不好的投資風險著實過高，而我看不到有任

何理由去接受不是最好的方法，尤其當我們討論的是如何花費數十億美元，以及

如何解決一些艱難的問題。」 
 
一篇 Grantmakers for Effective Organizations 的報告回應此觀點。據人力資源拓展

研究公司 (MDRC) 的總裁，茱蒂絲•古藍 (Judith M. Gueron) 所說： 
 

「在獎助投資項目上產生報酬，不是為何獎助者要進行嚴格的評量及評估的

唯一（甚或最重要的）原因。相反地，獎助者須要有關他們投資所產生之影

響力的資訊，以向決策人等展現解決目前社會所面臨問題的運作模式中，哪

些可行，哪些又不可行。」53 

 
在特定領域，人們對於相關的變革理論是瞭解透徹的，並且明白對於它們的效能

可持有多少程度的信心。然而，對門外漢而言，情況卻可能顯得令人費解與含糊

不清，就如同諾里斯的看法：「如果我們無法得到有知識者，那我們會本能地相

信有說服力者。we default toward the persuasive if we can’t get the known.」我們仍

需要可以幫助我們學習特定領域以外的相關變革理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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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某些領域，適當的變革理論仍有著很大的爭議與分歧。如公益風險投資

夥伴 (Venture Philanthropy Partners) 的總裁，馬力歐•馬利諾 (Mario Marino) 所
言：「當我們考慮教育、校外學習、青年發展、公共服務…等議題時，有許多『變

革理論』宣稱真能發揮效能，但得到認同的數量則很少。」 
 
最後，有些社會價值的因素可能非常困難，甚至無法評量。我們必須要清楚何時

不應該耗費經費和努力在評估上。根據加州健康基金會 (TCWF) 的魯斯•布鲁索，

他們用來評估獎助款的科學方法，並不與他們所資助的社區計畫相配合。「在基

金會提供獎助款的社區環境，學術評估中典型的實驗控制法是幾乎不可能行得通，

甚至是不受歡迎的。因此相較於他們的成本，從這些評估所獲得的知識往往是很

少的。」54 

 
無論是變革理論的「實證 proof」或是可信度，都有許多不同程度之分；因此瞭

解其相關基礎研究的可靠性非常重要。當資助者和決策者應該要求最高水準的實

證時，瞭解實證的數據規則及對從業者帶來的負擔，也是非常重要的。總而言之，

在特定領域中，我們對於相關的變革理論，以及有關其實質性的辯論，需要更加

提高意識。最後，我們也需要瞭解評估的實際限制。 
 
 
評量項目：指標與數據 
  
決定要追蹤哪些數據基本上就是有爭議性的。一個決定採用何種評量方法的團體

之決策被認定是「由上而下 top down」（例如，來自政府機構），還是來自「草根

grass roots」，例如公民或相關社群及公民團體，這中間差別很大。因此，在討論

哪些衡量標準是適合某特定行業或特定計畫時，決定應該出席會議的人選，可能

會對一些努力造成桎梏，如重點國家指標倡議 (Key National Indicators Initiative)，
這是一個結合公私部門的努力，以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元素組成的發展指標。55

在決定用什麼來衡量時，還應該考慮採用外部意見和稽核，以確定哪些是重要的

項目。 
  
在選定一個適當的指標時，追蹤成果的程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環境保護署

2003 年環境報告草案中，給了一個相當好的說明， 
 

「環境指標和人體健康指標皆把重點放在成果上－實際的環境成效，像是較

清潔的空氣和水、人體健康亦或生態條件的改善－而非行政行為，如簽發的

許可證數目…雖然行政（績效）評量追蹤所採取的行動，但它們皆不顯示這

些行動是否真能改善環境或增進人體健康。」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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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告提供行政評量很好的例子，如法規和法規回應，以及提出了環境評量的等

級制度，其範圍從壓力或緊張程度的變化，一直到對人類健康或生態條件的變化

方面的終極影響。我們不僅需要了解我們在不同層面下影響成果的能力，我們還

需要確保我們正試圖評量的目標或目的，符合我們所追蹤的成果。 
 
這對了解我們的指標如何與更廣泛的目標產生關聯有很大的影響。據一家專門設

計績效評量和改善策略的公司 Epstein & Fass Associates 的主持人 Paul Epstein 所

說： 
 

「隨著計劃有不同的設計與其『變革理論』，社區間也有不同的價值觀和優

先事項，不同的計劃與不同的社區的具體成果指標和目標也自然會有所不同。

但是只要人們的想法超脫了眼前狹隘的觀點，自發性地努力將他們的目標與

廣義的社區、區域和全球成果一致，你最終仍可以將他們與一個更遠大的『全

球價值 global value』連結在一起。」 

 
很明顯的，不同的應用層級應搭配不同的指標。例如，在個人、家庭、組織、社

區及區域各層級間，有一整群組有關「幸福」的指標。同時也應考量到指標是用

在微觀的個別計畫層級，或是在宏觀的社區／區域／社會的層級。57 

 
在某些具體領域，如住宅、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已有具體的指標，造就了標準

化的可能性。然而，思科系統基金會的企業慈善事業部門資深經理，暨資深專案

經理彼得•塔凡乃斯 (Peter Tavernise) 表示，我們目前並無令人信服的評量方法

及指標，「足以改變人們對市場和報酬的根本認知」。塔凡乃斯說，好消息是思科

公司和思科基金會目前正在與一群非營利及營利夥伴合作，開始為他們的獎助對

象規劃這些指標。他說， 
 

「一旦我們（依議題領域、非營利組織的規模，服務的範圍或服務對象的類

型）開始了評量方式的整合和比較，我們就能發現哪些是有用的衡量標準。

只因為我們有了當年經濟計量學發展時期所沒有的技術，具體而言，整個部

門應在 50 年內，訂出對融合價值，特別是針對社會影響力有用的衡量標準。」 
 
雖然思科的倡議大有可為，許多人仍認為它在標準化社會績效指標上仍不成熟，

但能接受標準化有益於不同的概念、框架及相關做法的觀點。例如，政府會計準

則委員會 (Government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在一般的州級與地方性服務

的報告上，已放棄使用標準化的績效評量，並改為逐漸採用「建議標準 Suggested  
Criteria」讓報告更加精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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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決定衡量項目是非常重要但卻有爭議性的。在決定要追蹤什麼項目時，有

必要確保適當的利害關係者有參與討論的空間。我們還需要確定成果的適當標準，

並確保其符合我們的目標。最後，雖然標準化指標有其發展的潛在空間，仍有許

多人認為應將重點放在標準化架構和方法上。 
 
 
如何評量：架構與能力建構 
  
標準化架構的進展一直是零零碎碎的，雖然有一些方案看來有成功的希望。正如

前面提到的，邏輯模型和平衡計分卡正是在開發改善管理決策制定系統上，獲得

越來越多人採用的兩個架構。 
 
其它有些評量系統架構的清晰度較差，但它們之間，仍有一些有前途的方案。在

一些領域，可以將使用中的架構進行分類及收集，爾後開始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

未來的研究即應以此為優先著眼。 
 
像是 B2P 的 ImpactManager 這類的工具，它能讓出資者或其他中介組織追蹤獎助

對象、其成員或分會的績效。59 線上工具可以幫忙設定成果和評量方式，協助追

蹤績效和報告結果。幾個封閉式的基金，如 Acumen 基金，Provenex 和 REDF 也

已開發架構，追蹤投資對象的動態。60 

  
雙重效益專案報告將評估企業或非營利組織的社會成果或影響力，分為九類不同

的方法。在選擇案例時，他們尋找「試圖記錄、定義及報告他們活動的非財務績

效的投資者」。所有的這些案例，皆需針對所需的資源和潛在的陷阱進行評估。

作者們還針對使用混合方法方面，提出各自的建議。61 

 
ACCESS 是一項方案，旨在為尋求社會、環境和越來越受重視的財務報酬的非營

利組織，創造一個報告的標準架構。ACCESS 的目的是透過利害相關者參與的過

程，創立一個報告的架構，將此作為一個了解非營利績效的共同資訊基礎。

ACCESS 團隊認為，使用他們的架構能使報告更臻完善，因為該架構提供即時的

回饋機制，能提升內部表現；因為透明度的改善而提升問責度；最終在社會投資

上，使質量和數量同比增長。62 

 
借鑒一些現有的架構和模式，一個國際工作小組正在起草一份架構文件和投資社

會報酬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分析的線上入門書。該架構採用了邏輯模型

格式以概述社會成果，介紹如何配置收入和成本，並用現金流量折現模式 
(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包括貨幣化成果與價值。雖然使用這個架構並不一

定會必較容易進行比較，該小組還是希望此架構能奠定未來標準化的基礎。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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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們能夠創立標準化的架構和方法，這些系統的分析或產出也未必是標準的。

美國商會企業公民中心  (US Chamber of Commerce Center for Corporate 
Citizenship) 執行主任斯蒂芬•喬丹 (Stephen Jordan) 說：「擁有多重決策工具是合

理的，因為個別投資者會有各自期待的投資參數及社會目標，但目前沒有任何單

一的貨幣或萬能的衡量標準能滿足所有的期待。」 
 
然而，缺乏能夠滿足全數期待的能力，最大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從業者和資助者缺

乏對追蹤和使用高質量數據的能力。根據獨立部門 (Independent Sector) 的說法，

非營利組織的問題是心態 (mindset) 與能力 (capacity)。一個獨立部門的報告指

出，「到目前為止，宗教團體和非營利組織最經常提到（在評量和評估方面）的

挑戰，即是他們的一些成就和結果是無形的 (intangible)，因此不容易評量。」。

該報告還指出，「試圖進行自我評量的組織所列舉出來的許多挑戰，爾後都發現

其實只要資金充足，他們的問題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64 

 
最近一份來自 Grantmakers for Effective Organization 的報告中，列出了一些獎助

者在評量影響力時所面臨的挑戰。據 Center for What Works 的共同創辦人傑森•
索爾 (Jason Saul)，有三個主要的挑戰。第一個是基金會在前端的盡職調查和評

估資助申請的這方面的基礎工作都做得不錯，「但在後端的評量成果、報告、結

果說明、分享最佳做法和與業界分享學習經驗的這些部分，做得比較差的。」第

二個是基金會還沒能找到有效的方法，讓基金會能評量獎助對象的績效。第三個

則是他們的報告不注重「整體投資組合的總影響」，換言之，即缺乏審視集體投

資組合的價值與個別獎助金總和的比較。65 

 
決定追蹤什麼數據或指標之外，也有一些如何去追踪它們的務實考量。REDF 投

資組合總監辛西婭•蓋爾 (Cynthia Gair) 指出了理解可行性／成本與數據質量間

取捨的重要性。「在 REDF，為獲得高質量的數據，並不可避免地遇到和處理可

行性和實用性的問題上，我們已經竭心盡力了。」 
 
公益創投夥伴董事長馬里奧•馬里諾 (Mario Marino)，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表

示： 
 

「在一些非營利子部門，得到正確的績效資訊及問責度上肯定是可行的；但

在其它部門，我們的風險是施行外表精美的系統，卻可能無法提供所需的『資

訊完整性及相關性』，以支持好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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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成立 15 年的科技型社會企業組織 Benetech 的創始人吉姆•法蘭屈特曼 (Jim 
Fruchterman) 指出，雖然最終的成果評估可能會產生問題，但針對計畫目標追踪

組織進展情況，應該不會太困難。 
 

「要在幫助真相委員會解決內戰的後續問題，或是在提供婦女人權團體更有

效的工具，以倡導變革和正義的努力上，要求提供財務報酬分析是件很難執

行的工作。但是，很顯然的，一個運作良好的計畫總能設法提出內部管理的

標準來衡量成功與否。」 
 
衡量項目的選擇以及衡量方式決定了事情的成敗。然而，許多非營利組織，沒有

能力收集和運用高品質的數據。據 BTW 諮詢顧問公司的 Fay Twersky 指出，  
 

「如果將劣質的資訊放入一個架構，那即使是最好的理論架構和標準，也會

是毫無意義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所有的標準都需要收集來自個人和組織

的數據，因此個人和組織在蒐集及運用高質量的數據上，技術上都需要變得

更臻純熟，並投入更多的資源。」 

 
正如思高基金會 (Skoll Foundation) 的露絲•諾里斯 (Ruth Norris) 之觀察， 
 

「為整合及標準化指標之努力，至少得迴溯至十多年前；在 1990 年代初期，

這種工作吸引很熱絡的投入…現在，超過十年和幾百萬美元的經費後，更遑

論在此領域裡最傑出的理論學者有何貢獻，為什麼這工作沒有更精進呢？」 
 
諾里斯認為，精進衡量標準之進展應對衡量標準的發展和標準化要少著墨些，而

對「評估及學習文化」之內部發展要更注重。諾里斯相信，投資的重點應該是： 
  

1) 使組織能發展變革理論和隨之而來的基準及測試假設之工具。 
 
2) 讓組織在工作規劃和決策過程中，更為有效率的運用數據，包括知道「外

部」有什麼情況，以及如何使用外部產生的數據之技能。 
 
3) 分享數據和指標應用之經驗傳承。 

 
在標準化架構以評估社會影響力方面，已有一些甚有潛力的方案，可為未來的方

法標準化上奠定基礎。然而，如果不投資以建立必要的制度，及更重要的能力建

構和共享經驗，則任何標準化的努力都不會有豐碩的成果。正如 Twersky 的簡潔

結論，「標準化將是有益的，然而針對如何達到這些標準和優化資訊運用的指導

和培訓將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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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我們與融合價值地圖程序與會者的後續討論中，我們發現一個普遍的共識，我

們可以在以下四項工作上結合大家的努力，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評量能力的建構 
 負起測試變革理論的責任 
 架構／方法的標準化，及 
 建立知識中心。 

 
評量能力的建構：許多組織不具備必要的能力發展他們所從事的活動，並清楚地

闡明自己的基本理論，遑論要定義及追踪與這些活動有關的高質量數據。基金會

和其他投資者的支持，對在這方面的能力建構是至關重要的。不論任何類型的投

資者，還應該提供資源給非營利和營利性創業投資的管理者，以支持這方面的努

力。如果需要滿足問責度之要求，然而卻沒要求提供創立有意義的資訊系統，則

提供給外部利害關係者的任何數據和指標，均將是無價值的。 
 
測試變革理論的責任：在一定程度上，每個人都應該關心他們運作所依據的基本

變革理論的有效性。我們的與會者間雖有共識，然而測試變革理論的責任應該落

在基金會、學者、政府和其他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如此使得前線組織只要專心

負責管理達成中級成果之成效。這種「分工」不僅影響活動的重點，更影響了資

金之來源。 
 
架構／方法的標準化：雖然定義數據標準的時機可能尚未成熟，標準化各個行業

和組織團體的架構和方法則是一個較可行的目標。例如，許多有關邏輯模型的工

作的出現，表示實務界許多人已開始使用標準的格式和架構。也應考慮利用類似

的過程，制定共同的方法來評估組織績效、投資者報酬率和外部報告。 
 
知識中心：在跨資料庫之間，應建立區域數據、變革理論和相關領域的獨立存儲

庫之國際網絡，以便推動更好的知識分享。由基金會團體整合的努力，集中他們

的績效評量知識及數據，可以作為創建這樣的資料庫的第一步。將此與相關的學

術、政府和企業資源結合，對業界將是一個驚人的成就，並幫助確保我們不會集

體地在我們熱情地實驗和測試「新」的理念時「多此一舉」。基金會團體可以在

資訊聚集和知識分享上，幫助創造適當的誘因，這樣我們就可以擺脫今日的零碎

性的知識管理，朝向整合的知識中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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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緒言 
  
雖然關於政府機關對市場的干預程度及其整體的社會角色有很大的爭論，事實上，

政府規範、政策及稅法對市場機制得以創造融合價值的程度有著很重大（甚至是

主要）的影響。CRA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社區再投資法) 以及各種稅收

抵免，如低收入戶房屋稅抵減，均在這些領域的資金來源造成重大影響。在以營

利為主的領域，從事商業投資對企業及其投資者而言，可能已經很具有說服力；

但主流企業與利害關係人社群強烈預測，要讓公開上市公司對社會及環境議題採

取行動，恐怕只能靠「棍子」，而不是「蘿蔔」。 
 
遊說 (lobbying) 與倡議 (advocacy) 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然而，許多慈善團體

迴避此行動。我們體會到，此類行動可能具有相當的爭議性與政治性，但由於它

相當可觀的潛在報酬，我們相信，它們應該是融合價值策略的一個重要環節。

Alliance 雜誌最近一篇文章的作者提出一些成功的實例，像是遊說要求美國國民

服務團 (AmeriCorps)、財政公平運動 (Campaign for Fiscal Equity) 及兒童權利 
(Children’s Rights) 進行改善措施，以證明對遊說及倡議的投資，能有數倍的內

部報酬率。雖然並非所有遊說的努力都會如此成功，但我們一致同意他們（作者）

的結論，「如果捐助者拋開這些手法，或取消提供適當的資源，讓慈善機構無法

履行使命，即使是再傑出的社會服務組織所能做的，頂多就是改善惡劣情勢而已。」
66 

註：The Campaign for Fiscal Equity (CFE) 係一非營利倡議組織，宗旨是保護及提倡紐約州

所有公立學校學生憲法上的權力，就是健全的基礎教育。在麥可•Ａ•瑞貝爾 (Michael A. Rebell ) 

的領導下，該組織提起並贏得指標性的「CFE v. State of New York」訴訟，該案成功地主張紐約

州政府的財政制度，對紐約市公立學校提供的財務不足，以致否決了學生憲法上的權力。(譯自：

維基百科) 

 

在融合價值地圖中，我們討論了政府這個關鍵性的角色，遊說時所面對的挑戰，

稅收、規範及其他政策方案等，如何破壞追求全面性的融合價值的努力，也討論

了我們需要一個支持長期投資與融合價值組織發展的共同倡議內容。 
 
這部分，基於我們近來的實務與討論，我們討論的議題分為營利與非營利的劃分、

需要政策焦點及政策方面有關合作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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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與非營利的劃分 
  
許多與會者談到在社會企業領域，營利與非營利的區別越來越模糊。如在本文前

面所討論的，這些組織在籌措資金方面面臨窘境，而且在某些圈子，透過激烈的

辯論，大家討論有關創設一個新「複合 hybrid」性法律結構的可能性，這結構既

非營利性也非非營利性，但兼具雙邊特色。這種結構，有時被稱為「效益組織

for-benefit organization」，它的好處是易於提供投資者明確經營狀況以及促進新財

務工具的發展。 
 
根據擅長在效益組織或第四部門組織的「第四部門網絡 Fourth Sector Network」
的 Heerad Sabeti 的說法， 
  

「雖然有許多對立的事證，我想事實多半是，採用對社會及環境負責的措施，

會對商業性公司造成競爭劣勢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s)。同樣地，許多非

營利組織進入市場後，發現他們與自己原領域的支援結構（如傳統的資金來

源）失去連結。為了突破這些障礙，為了讓企業社會責任、永續性發展或社

會企業能真正落實預期目標，我認為我們不能只是紙上談兵而已。還是要在

組織結構與生態層面上做改進。」 
  
《在地化 Going Local》一書的作者 Michael Shuman 也提出類似的觀點， 
  

「在這國家，所有的非營利基礎架構需要全面性的重新思考。上述利益，就

我看來與企業所背負的社會道德沒甚麼關係。有一個很好的論點認為，許多

典型非營利組織的屬性－大量的文書報告、自行指派的董事會、資金管道缺

乏、勞動環境水準惡劣（就公共利益而言）－使他們不能成為有效的社會變

革工具…我認為，我們需要重新考慮這些行善 (do-good) 企業的結構。對我

來說，我贊成建立社區企業－一個完全由社區居民所擁有的營利架構。」 
  
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個創立一個新公司架構的想法。根據 Jim Fruchterman 所

述，複合組織 (hybrid organizations) 的議題已經在一個代表非營利組織所經營企

業的組織，「社會企業聯盟 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http://www.se-alliance.org) 
內發酵。Fructerman 不認為一個新型非營利機構會得到很多肯定，但他又說：『避

免國稅局 (IRS) 對使命相關的獲利事業下手，其實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只要你

能得到國稅局一個合理聽證的機會，而且你的營利企業確實是與使命有關的，你

就有可能符合 501(c)(3)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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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Salmons 與 Timlynn Bibitsky 是 Sohodojo 的共同創辦人兼研究主管，Sohodojo
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研發實驗室，他們支持建立在農村與城市貧困社區的個

人與家族企業，他們對於新的架構有不同的評論： 
 

「我們相信，一昧定論、傾向主流化『複合』組織是不必要與不切實際的…
你只要藉由開創性地架構一個企業網絡，你就能得到結構與功能完全的複合

組合。」67 

  
他們再進一步觀察發現，開發複合企業架構是不切實際的，不僅僅是因為相關社

群內在定義與架構組織上沒有一致性的看法，也因為還有一籮筐其它尚待完成的

事項。類似行動會牽涉到國會（參眾兩院）修訂聯邦稅法、逐一遊說各州議會修

訂公司法、左右財務會計標準委員會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更不用說再教育會計師、律師和其他支援性服務機構以及資金來源。 
  
一個公共政策與能力建構的非營利諮詢小組「政策開發 Policy Development」的

負責人 Aron Goldman 表示，用醫院與信用合作社來比喻營利與非營利間之差異

的說法太模糊了。他認為隨著組織不斷創新，舊的稅法也隨之崩解。他表示： 
  

「嚴厲打擊非法組織是必要的，但是很多很多美好的努力，熬不過美國過時

的稅法...，我們的挑戰是找到方法調整政策，以順利推行大有可為的運動，

才能盼望更多（而非更少）的非營利組織誕生。」 
  
無論是否主張新的企業結構，關鍵是不論何種企業結構，所有組織將會產生價值

融合。我們必需了解，企業結構本身只是一種手段而已。雖然話是這麼說，但在

這方面顯然仍有很多的爭論，還有，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以更深入了解，融合價值

組織所要面臨的真實法律挑戰，才能進一步克服困難。 
 
 
政策重點 
  
正如 Stephen Jordan 適切指出：「幾近每一項政策都會影響融合價值創造，因為

每一項政策都反映對資源的選擇－它們的使用、分配、調度、委任…等等。」這

普遍存在的現象，對達成融合價值追求者必要的協調行動的重點，造成很大的挑

戰。不僅有許多議題領域需要選擇，還有許多不同點以切入政策程序，以及影響

該程序不同的方式。進行相關研究、贊助或舉辦教育活動、遊說、支持倡議團體

等，都是影響決策過程的工具。完成一個共同的倡議重點以促進融合價值，不僅

需要取得各問題間的協議，也需要在具體方針的使用上達成共識，以達成預期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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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Centre for Applied Sustainability 的主任 David Bell，在他的論文「政府在推

展企業永續經營上的角色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Advancing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68 中勾畫出一個實用的構想，以了解相關政策手段。根據 Bell 所
述，政府可以用來促進永續經營的相關政策手段有五種，包括： 
 

1. 重新調整政府和公營企業的角色（包括公營與私營的合夥關係、外包...
等等。） 

 
2. 直接規範  

 
3. 市場工具和經濟／財政措施（包括補貼、稅賦、公共採購政策、環境標

章…等等。） 
 

4. 自願／非自願性行動。 
 

5. 教育／說服／決策資訊（包括報告撰寫、目標設定…等。） 
 
要判定這些手段的潛在影響力及他們如何協調運作，則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此

外，任何或所有這些手段可能會是一個集體政策措施的重點。在我們的融合價值

會議中，不論是在線上或即時會議，重新調整政府角色的討論很少，雖然這可能

是一個更值得關注的領域。 
  
一般來說，與會者往往對直接規範議題退避三舍，因為直接規範手法太過於激烈，

雖然在某些情況下，這手法是必要的。例如，Institut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的

Ann Wrixon 贊同，提供「公平競爭環境」的法律與規定具有潛在的好處，但也

有潛在的缺點。 
  

The Clean Water Act（淨水法）和 Clean Air Act（空氣清淨法）二法似乎是

公平競爭的最好示範。我的顧慮是，以我的經驗看來，這並不算是融和價值。

即使它們嚴逞不重視環保的公司以平衡市場競爭，受影響的企業將會反抗這

些規範（每次只要到重新修訂法規時，他們就會起來抗議。）。我認為我們

必須找到能使股東認同的經濟價值…如此，社會價值才不會看來好像老是與

經濟利益相牴觸。」 
 
另一方面，與直接規範恰恰相反的，市場導向的手段似乎吸引較多人支持。「社

區再投資法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溫室氣體排放交易 Green House Gas 
Trading」與其他努力所產生的影響，已被許多人讚美，並在建立以市場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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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濟上可行的干預措施上，看起來充滿前景。然而，Aron Goldman 警告，「稅

收抵免 (tax credits) 似乎更易為市場所接受，也較省納稅人荷包，但實質上，稅

收抵免只是政府用來轉移公共資產的方式而已。也許，把稅收抵免當成是另一種

補貼的形式，有助我們追蹤投資的社會報酬與將目標放在我們最關心的議題上。」 
 
Sea Change Sustainable Business Interest Group 的 Alison Wise 相信，我們的注意

力應關心的「不是命令和掌握式的法條，而是創新政策，利用市場力量推動更好

的決策。」。Venture Philanthropy Partners 的主席 Mario Marino 贊同此說法，並評

論認為創新性的政策是邁向更廣泛變革的催化劑： 
  
低收入戶房屋稅抵免，對非營利房屋子部門的資本形成與融資方面的創新，一直

有很大的輔助。同樣地，退休金制度的改變，在 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帶

動了資金轉入風險投資公司的發展，也改變了這部分資本市場的可運用資金。而

且，回朔過往，「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 GI-Bill」就是一個深具激勵的例子，它不

僅鼓勵退伍軍人取得大學學歷，還刺激住宅興建、購置永久住宅等，也有深遠影

響。 
註：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The GI Bill of Rights）——正式名稱為《1944 年軍人再調整

法》（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于 1944 年 6 月 22 日由美國總統富蘭克林‧

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簽署生效。 

 

我們的研究發現，透明度與問責度是最常被提起的題材，這現象代表的是在初期

前途最看好的焦點，會是目標設在一般性教育／信念的志願履行計畫及方案的第

四及第五類別。 
  
追求加強透明度與問責度能有多種方法，其中包括：努力增加當前政策透明度與

資訊；營利、非營利及政府組織提報永續經營措施時，透明度更高、資訊更豐富；

及改善治理的措施。 
 
Bell 的文章概述八大工業國 (G8) 永續發展的政策發展趨勢。進一步探討這些趨

勢及更詳盡地比較各國的政策，有助於精確指出協調行動的差距或時機。此外，

更多的政策細節能使論點更具實質性，如 Michael Shuman 的「涵蓋所有階層的

補貼政策」（可能因素 99 比 1）有利於大型、非本地企業規模（不分類別），而

對小規模社區型企業較不利，這可能導致民間社會創造性活動減少。擅長策略規

劃、財務管理與創新政策發展 Ernie Ting 是位管理顧問兼推動者，他提出了類似

的觀點： 
  

「幾乎所有大型企業市場，原本就因為不完美競爭條件及拼拼湊湊的現行稅

制、財政與監管政策，而偏袒某特定的一方。為了反映這些狀況，所有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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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策略都「順勢發展」，以尋求成長，取得更多的利潤與強化投資報酬率。

如果你能改變這局面—即使只是少許改變—在公共政策上結合融合價值觀，

你能在其他企業參與者行為產生重大影響，更容易在社會目標和措施上得到

他們的注意。」 
  
至於偏袒大型企業的稅賦與控管結構或是這「傾斜 tilt」的影響程度，還有賴更

多更明確的資訊與討論，才能建立更有連貫性的政策議程。「美國商會企業公民

中心 US Chamber of Commerce Corporate Citizenship Center」的 Stephen Jordan 概

述了值得分析的五個關鍵領域： 
  

1. 市場結構－例如：污染稅抵免  (pollution tax credits)、頻寬拍賣 
(bandwidth auctions) 等。 

 
2. 市場治理－例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的成立、沙賓法案修訂案 

(Sarbanes-Oxley modifications)等。  
 

3. 市場補貼與外部性管理－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基金、美國住宅暨都市開發部 (US 
Dep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 HUD) 基金等。  

 
4. 市場資訊工具，例如：國稅局 990s 表格（適用於大眾慈善團體及非營利

組織等免稅組織稅務申報表格 IRS Form 990s）、年度報告  (Annual 
Reports) 等。 

 
5. 市場操作與監管結構，例如：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 等。 

 
注重增加永續經營措施的資訊與問責度之政策的發展與推廣，應該受到更多的關

注。這意味著營利與非營利組織，以及政府機構與部門的某種提報程序的標準化。

提報行動 (Reporting initiatives) 為決策者提供更充足的資訊，以確保更健全的決

策。 
 
Steven and Michele Kirsch 基金會的公共政策副總裁 Susan Frank 說：「我認為可以

利用提報行動形成重要的政策變革，並因此造成建全決策。」Frank 指出，環境

責任經濟同盟 (Coalition 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Economies, CERES) 與
他們的「全球提報行動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在提供資訊及成就變革上已有

相當成果，特別是在聯邦政府層面。69 

36 
 



 

  
基於本文前段衡量標準中有關數據與指標的討論基礎上，有關政策決策的恰當指

標議題很重要，但也存有爭議。國內生產毛額 (GDP) 的計算已經是一個國家健

全的默認指標，但漸漸地我們體會到，我們必須顧慮到社會與環境因素，以一個

更有意義的融合指標來衡量社會進展。其中一項成就是由一個致力改變公共政策，

朝向永續發展的「國際發展重新定義組織 Redefining Progress」所推動的「真實

發展指標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GPI 除了經濟因素，還顧慮到各種社

會與環境因素。70 

  
雖然近年來，各界在針對非營利組織層面的績效議題上著墨甚多，隨著非營利在

全球各國崛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策研究所的公民社會中心主任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at Johns Hopkins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Lester 
Salamon 的研究重點，卻是放在非營利組織整體層面上，  
 
他努力推動國際「會計科目表 charts of accounts」，政府、非營利與商界領袖得以

評估各國非營利組織貢獻的價值，已創造了基礎廣泛的架構，以評估非營利組織

對社會影響的價值。71根據 Salamon 所述： 
   

「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 太重要了，它已不應在暗地發展。透過長期在各

地以一致與可靠的方法將進展指標化的方式，我們能聚焦在它的發展情形，

進而促進它的發展。」72 

 
隨著這些系統日益普遍，他們的核心衡量標準也可應用在營利組織，以及協助分

析在特定國家所產生的社會價值，就如同我們目前計算國民生產毛額 (GDP) 一
樣。 
  
Sea Change Sustainable Interest Group 為一符合美國國稅局 501c-6 類（含商業聯

盟、商業協會、房地產聯盟等組織）的非營利性政策諮詢組織，此類政策賦予永

續經營企業發展競爭優勢。根據該組織的執行長 Alison Wise 所述：「處在石化燃

料經濟與未來可能比較永續發展經濟的轉折點，我們能利用這難得的機會來重新

思考我們立法的方式。在考慮這些遊戲術語時，我們需確保規則公平性和正確的

計分卡（評量標準）。」至於要我們如何構成社會計分卡的重要性，Wise 做了如

下表示： 
  

「相對於僅僅只衡量後續成果，能夠應用在前因過程的衡量標準，在它們擷

取有用資訊上具有指數級的潛力，才能造成隨之而來的變革。在企業及政府

身上評量或調查決策政策，而不是只看這些決策的成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  

37 
 



 

 
這是否通過法規或自願性／非規範性行動仍有待確定，但這對跨領域合作 
(cross-silo collaboration) 而言，肯定是大有可為的領域。 
 
治理是一個重要的相關領域。在後「恩隆／泰科／世界通訊 Enron/Tyco/ 
World-com」的時代，CEO 承諾致力於良好治理的公開聲明，已是「本月口味 flavor 
of the month（當下最熱門的話題）」。「政策發展 Policy Development」是一個公共

政策與能力建構諮詢非營利組織，該組織執行長 Aron Goldman 評論： 
  

「此刻，在治理這方面，無論營利或非營利事業的可信度都很低。讓我們在

此刻幫忙填補這智慧真空狀態。我呼籲大家，讓營利性和非營利事業間保持

平衡，並努力把握兩全其美的政策處方。」 
  
活躍於非營利部門的Silk, Adler & Colvin律師事務所的首席律師Betsy Adler呼應

這個觀感：「良好的治理已是目前最熱門的議題。此議題目前流行的本質能提供

一個跨壁壘思考有關原則及其實踐的機會。」然而，她並不相信為營利部門大型

上市企業所設計的解決方案，像是沙賓法案，能適用於其它部門。Adler 與其他

許多人有一致的看法，她深信：「企業良好治理的某些基本原則，應被轉換成一

般人能懂的語言，才能讓各大小型非營利企業受益於他們的經驗。有一個很好的

例子就是揭露利益衝突，這在非營利部門不一定是在財政方面，也可能是在政治

或其它方面。這方面還有一些其它行動都正在進展，包括改革國稅局 990 表格、

打擊金援恐怖組織準則、那斯達克 (NASDAQ) 及紐約證券交易所 (NYSE) 正
進行檢討企業治理標準及沙賓法案等。還有許多措施尚待完成，而時間是很關鍵

的因素。有待進行更多研究，以詳細測繪目前已在執行的方案，並了解這些及其

他可能方案的潛在影響力。 
  
總而言之，雖有許多不同的政策重點領域，但我們的研究重點係放在提升透明度

與問責度的政策上。這些政策包括努力關於提升目前政策的透明度與資訊的努力；

在提報營利、非營利及政府組織永續經營措施時，提供更大的透明度與更多資訊

的努力；及一些改善治理的努力。 
 
 
協調行動 
  
「海岸企業 Coastal Enterprises」是一社區開發金融機構，該公司研究暨政策發展

部門的資深專案經理 Carla Dickson 表示，政策會影響她們所有的工作，她對於

從業者從一個工作中，如何創造規模及其後續影響力特別有興趣。根據 Dickson
所述：「我們能證明許多有趣的一次性計畫方案，但還是需要一些倡議，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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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募集額外資源的政策制訂過程，以制度化一個成功的計畫；還需要符合一致

性的公共政策，來確保其它經濟或社會因素不會破壞該方案之目標。」 
  
Dickson 討論了跨領域合作，以制訂政策議程的重要性，但她對這樣做，所會遇

到的挑戰是相當務實的。Dickson 在緬因州參與一個工作小組，該小組匯集各種

環境、經濟發展、社區及以社會責任企業的利益，來評估如何推動一個對全州有

益的政策議程。根據 Dickson 論述，他們在議題討論、贊助會議、展示最佳方案

及撰寫政策行動議程上，已有成效；但未能在具體支持特定政策議題上形成集體

共識。Dickson 認為，缺乏支持的原因在於缺乏焦點： 
  

「我們尚未達到能夠辨識一、二個足以影響重大利益及帶來廣大支持的關鍵

法案的階段。相反地，小組研究討論出一些個別成員所倡議之令人關注的政

策，以作為永續發展的代表性議題，這些成員也積極希望獲得其他成員的支

持…當議題太過廣泛時，很難形成觀念上的「同盟 Coalition（集體共識）」。 
 
Steven and Michele Kirsch Foundation 的公共政策副總裁 Susan Frank 談到「推展

醫學研究同盟 Coali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Research, CAMR」之模式，

CAMR 係由私人機構、公家機關、病人權益組織、基金會與研究機構共同組成，

目標是致力保護幹細胞研究。根據 Frank 的說法，儘管這些團體都有各自關注的

議題，CAMR在美國已成功阻擋任何危害幹細胞研究的聯邦層級立法。Frank說：

「關鍵是...為『單一動機／單一議題』而團結，即使那表示你們可能在許多其他

議題意見相左，並接受這個現實。」 
  
Alison Wise 討論一些組織，如 Sea Change Sustainable Business Interest Group，在

匯集各方力量以擴展遊說規模的重要性。 
  

「其中一項能使其相互受益的方法，就是創立打破各自為政的領域概念之組

織工具；換句話說，匯集各方不同成員，將這些原本代表不同議題的組織成

為有凝聚力的遊說實體。」 
  
有效政策工作的另一項關鍵構成要素，是建立政策、研究及實踐間之必要連繫。

根據 Silk, Adler & Colvin 的首席律師 Betsy Adler 所說，「我們需要更多像

PolicyLink 一樣，肯定、榮耀及擴展許多連結政策與現實的實務工作。沒有了這

些銜接 (connections)，或稱作連結 (links)，有關政策的對話仍缺少一個非常關鍵

的現實檢驗。」 
 
Dickson 認為，在參與政策議題時，從業者的信譽相當重要；她也說：「身為從業

者，我們的參與政策工作時，在不危及我們身為從業者工作的情況下，還需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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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否具備充足的能力，這才能賦予我們方面的正當性。不論是由各方集體合作

或與國家組織共事，還需要能致力於政策工作之能力。」 
  
總之，跨領域遊說行動與倡議要發揮效用，需要將重點放在一至二個關鍵議題。

另外，我們要確保政策與實踐間的連結，和從業者具備必要的能力以參與這項重

要的工作。 
 
 
結語 
  
誠如 Alison Wise 下的結語，「政策是人們溝通與協商的有形產品，它影響深遠，

能形塑生息，創造未來更繁榮的世代。」我們相信，溝通需要自宏觀角度（以跨

領域觀點）由上而下進行，也須由微觀角度（利用透過演化自各領域專業化的豐

富專門知識）自下仰望。  
  
為了利於有效的遊說與倡議策略，應該把重點放在下列領域： 
  

 深入融合價值的研究議程 
 

 支持要求更大透明度的政策 
 

 支持協調跨領域的討論與活動 
 
研究議程：針對融合價值組織面對因他們的法律地位（即非營利／營利的區別）

而起的挑戰，需要有更詳盡的了解。同樣地，我們需要了解，稅賦及監管結構偏

袒大型企業的程度。此外，在著手某特定政策議程前，應對現行融合價值組織的

政策有詳細測繪。它會詳述現行的稅收抵免與補貼政策、資料輔助工具（如 990
系列表格）、治理與監管結構以及其它治理方面持續發生的改革。  
 
更大透明度：決策者及參與政策改革者，越來越關注透明度、問責度與治理…等

議題。我們認為，融合價值的政策議程應集中於此範圍，而且有助於提高透明度

的評估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我們相信，基金會團體也可發揮作用，投資在

改善及落實企業、政府及非營利組織，那些聚焦在提升社會及環境活動透明度的

提報行動。同樣地，相對 GDP 僅只著眼於國家經濟發展，我們應當支持像是 GPI
與 Lester Salamon 所提的會計科目表，以強力推動提報國家在社會、環境及經濟

活動之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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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協調行動：為了聚集更多目光在融合價值改革上，資金社群須要齊心協力，

以支持協調行動。這些支持行動不僅需要基金會與其它出資者願意在政策領域發

聲，也需要他們支持在這領域運作的組織。支持行動可以是促進協調活動，如

CAMR，或者幫住從業者構建組織能力，以參與相關活動。 
 
 

總結 

 
追求整合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價值具有巨大的潛在利益，但要建立這個融合價值

顯然並非沒有挑戰。主流的思維使我們執著於傳統觀點，認為非營利創造的是純

粹的社會與環境價值，而營利組織只創造財務價值；除此之外，其實還有其它挑

戰要面對，例如設計適當的資本投資工具，對資本和組織績效設計最適評估方式，

以及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政策、稅務及監管環境。 
 
要克服這些挑戰的工作，需要努力進行跨獨立領域的相關關注議題與興趣。雖然

這一個過程會有很多的利害相關者參與，我們的信念是，個人捐助者及基金會社

群內的領導者在推動解決這些挑戰的工作上，能夠扮演重要的角色。具體做法

是： 
  
資本挑戰 
  
至於如何讓資本有效率地流向那些尋求最大化完整融合價值的組織，我們的焦點

應該放在下列關鍵主題： 
 

 支持更多針對融合價值領域的資金供應和需求，如何作最有效的區隔與

管理方面的研究 
 
 增加在低於市場報酬率及相關財務工具上的實驗，以為實行融合價值組

織（不論他們是營利或非營利企業）提供新的籌資管道。 
 
 建立擴大的財務基礎架構，包括對能夠帶動更高效率、運轉良好的社會

資本市場的財務中介機構提供更大的支持。 
 
評量和績效衡量標準： 
  
關於組織在非財務方面的績效評量和衡量標準，我們認為重點應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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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試圖記錄價值創造完整廣度的組織，支持他們建立更大的評量能

力。 
 
 將公益資金投資在刻意測試組織追求的潛在變革理論－這種測試過程

往往超出了組織內個別經理人的能力。 
 
 支持探索如何建立評量和績效衡量標準的標準架構，例如新興的「投資

的社會報酬（亦可簡稱「社會報酬（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73 

 
 創造「知識中心 knowledge centers」的網絡，能夠集中區域數據和方法，

以追蹤資金和組織的非財務績效，以避免在支援工作上「重造輪子

recreate the wheel （重複勞力、做虛工）」的傾向。 
 
公共政策 :  
  
在政策、稅收及監管環境方面，我們相信可以採取以下幾個途徑： 
   

 我們必須開始支持創立與積極推行擴大的研究規劃，以幫助我們更加了

解現有的法律、監管制度和政策架構所帶來的具體障礙與機會。 
 
 我們必須擴大立法和監管過程的透明程度，以確保那些能夠產生充分融

合價值的組織所關切的議題和其利益，被納入公共政策的討論。 
 

 應該提供對在政策領域進行跨獨立領域協調行動的擴大支持，使那些在

這一個領域中活躍人士的專業知識和觀點得到充分的聆聽和回應。 
 
很明顯地，如果我們願意並且有能力去克服這些挑戰，我們有無限的潛力去擴大

不僅是刻意產生融合價值組織的數量，還可擴大其他主流組織從事相同的努力的

能力。雖然在這類工作中有明顯的籌資機會，對個人投資者、組織經理人和各利

益相關群體的影響也一樣地清楚－每一個參與者必須從事推展創立完整融合價

值所需的新概念和實踐框架。基於長達 24 個月的研究，本文僅僅是在探索這一

個極有前途的工作領域所邁出的第一步－這個領域成功時，會釋放出企業、公民

社會及政府事業體的全部力量及潛力，以達到股東及利害關係人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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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Skoll World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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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某些領域，適當的變革理論仍有著很大的爭議與分歧。如公益風險投資夥伴 (Venture Philanthropy Partners) 的總裁，馬力歐•馬利諾 (Mario Marino) 所言：「當我們考慮教育、校外學習、青年發展、公共服務…等議題時，有許多『變革理論』宣稱真能發揮效能，但得到認同的數量則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