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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书 总 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思斌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生问题、社会治理问题更加突

出地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社会工作作为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其基本生活困难、

走出困境，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的专业学科，其快速和稳步发展

显得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作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中央十九部委也制定了《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此外，在政府、学术界

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与解决

上述问题的迫切性和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大陆的社会工作发展

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

的结合还不到位。

社会工作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基本理念、工作方法带有浓厚的西方文

化色彩，带有它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印记。在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进

程中，我国要发展社会工作事业，需要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优秀成果，走专业化

之路。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在此过程中照搬西方社会工作的既

有成果有时并不恰当，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与

西方有很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社会

工作本土化，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但是如果说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要适应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解决问题的具体环境，则是没有那么多争论的。来自西方的

社会工作理论、工作方法必须在中国能落地，能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契合，

这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曾经讨论过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

也提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几种路径：第一，研究西方社会工作与中国国情的



非营利组织概论

· Ⅱ　　　　 ·

不相容之处，删去不适宜的部分，再应用于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第二，对

从事实际社会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促进国际社会工作经验与本土社会工

作的比较和碰撞；第三，分析两种社会工作之异同，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强化

它们之间的亲和性；第四，在此基础上从事社会工作实践，扩大两者之间的相容

性，以实现优势互补。在上述可能的实践中，笔者还提出过一种看法：本土社会

工作学者在其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一方面，他们熟悉产生于西方的社会

工作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他们长期生活于非西方社会之中，对何种社会工作

理论、知识和方法有助于本地问题的解决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从而进行选择性

“过滤”。

回到当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现实处境。虽然大陆的社会工作学科重建已有

３０年，但是在学术研究、经验总结、理论反思方面还相对滞后。相比之下，我国

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较早，实践比较充分。在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本地

实践的磨合互动中，一些学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经验模式、知识积累，这

对同具华人社会文化的大陆地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华东理工大学

出版社出版这套“华人社会工作丛书”的重要初衷。本丛书选择工作生活于世

界各地（主要是欧美和我国港台地区）的资深华人社会工作学者的有分量的著

述加以印行，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能缩短大陆地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

程，也有利于向读者提供一个参照———这些优秀的学者是怎样在专业化与本土

化之间进行思考的。当然，这些学者工作、研究和进行专业实践的背景与大陆

地区也不相同，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工作制度方面的差异

也比较明显，因此对他们的理论、观点我们也不能照抄照搬。如果大陆读者能

在这些华人学者的理论、经验与自己面对的现实之间进行比较、思考和反思，有

了新见解，那就真正从深层次上达到出版本丛书的目的了。说不定这会对华人

社会工作乃至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有所贡献。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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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没想到五年这么快就过去了。五年来社会上发生了许多事情，也面临大大

小小的灾难。幸好政府与民间共同努力，才能最终克服与度过，这就是我们最

珍贵的社会资产。当初写这本书，原本是希望给非本科系的学生阅读，希望通

过较精简的文字和多样个案的介绍，引领学生认识非营利组织。但结果出乎意

料，不但本科系学生，连在职专科、实务界的反映都相当好，认为书中有很多个

案，让大家很容易进入非营利组织的世界。这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期，也带给我

很多震撼，真的是“教学相长”。

因此，有机会再次修订本书时，除了订正错别字、删除不必要的论述外，也

将修订的重点放在实例的补充与更新上，希望在不增加读者过多负担的前提

下，能让读者很快了解中国台湾地区现今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现况与问题，因此，

每一章几乎都做了相当的补充。另外，有感于非营利组织通常处于较被动的管

理心态，在本书中新增加了一章“非营利组织与公共关系”，期望通过公共关系

的概念介绍，唤起非营利组织重视外在环境的管理。

修订本书时，正值个人休假期间。虽然人在日本，资料搜集较不容易，但因

不用上课，也没了日常的琐事，反而能专心投入心力。加上有霭伶、宛育、哲玮、

茹玫、宗颖和哲丞等多位优秀研究助理随时应付我的需求，帮忙收集、扫描资

料，以及协助文稿校正，才能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效率地完成本书的修订

工作。另外，我要感谢巨流出版社长期以来对本书的支持，以及台北大学所提

供的良好研究环境，系里同事与助教、相关研究领域的同人这些年来对我的提

携与鼓励，都是促使我努力的主要因素，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非营利组织的研

究已经相当丰富多元，若是有所疏漏不周，敬请批评指正。

最后，我依然要感谢家人长期的鼓励与支持，如果不是你们对我的工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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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舆论研究给予充分的体谅与尊重，使我能无后顾之忧完全投入学术

研究，应该不会有本书的问世。当然，外子十多年来毫无怨言，默默地包容与守

护着我，也是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当本书修订再版之际，这个喜悦还是最应与

他和家人共享的。

!"#
于日本青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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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前　　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非营利组织（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ＮＰＯ）成

为一股世界性潮流而逐渐引起众人的瞩目。根据Ｓａｌａｍｏｎ的分析，非营利组织

兴起的时代背景可以归纳为“四大危机”和“两大革命”：所谓的“四大危机”分别

是指福利国家危机（高负担）、发展危机（南北差距）、环境危机和社会主义危机

（官僚性分配而产生的无效率）；而“两大革命”则是指因通信设施技术改善或新

工具的开发而产生的通信设施革命，以及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经济

增长和都市中产阶级的出现而发生于第三世界各国的（第二次）中产阶级革命

（Ｓａｌａｍｏｎ，１９９５）。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非营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尤其是在９·２１

大地震发生时，以慈济为首的非营利组织发挥了相当大的救援力量，同时也

协助灾后的重建，促使社会或政府开始正视非营利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

的功能，进而引发一连串有关整合非营利组织研究的成果出现。然而，相较

于美国，台湾地区的非营利组织研究仍可算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有许多方面

亟待努力与充实。在现今的社会中，非营利组织在服务的提供上，扮演了不

可或缺的角色：一方面，提供人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满足自我实现的需

求；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在面临当今社会需求的多元却力不从心之

困境。所以，非营利组织蓬勃发展乃为社会力的展现，也代表着社会的多元

与开放。

基于此，为了增加读者对非营利组织的基本认识，在本书第１章中首先厘

清非营利组织的相关概念与功能；其次介绍非营利组织的兴起背景；再次探讨

影响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最后整理非营利组织的理论基础，以作为后

续论述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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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非营利组织的概念与功能

一、非营利组织的定义

在美国，非营利组织意指符合１９５４年的国家税法（ｔｈｅ１９５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Ｃｏｄｅ，ＩＲＣ）５０１（ｃ）“为公共利益工作而给予免税鼓励的团体”，其中包

含教育、宗教等（郑怡世、张英阵，２００１：４）。关于“非营利组织”一词，目前国内

研究引用最多者应属Ｓａｌａｍｏｎ之定义。根据Ｓａｌａｍｏｎ（１９９２：３ ７）的定义，非

营利组织的构成应具备下列六个特点。

（一）正式的组织（ｆｏｒｍａｌ）

意指非营利组织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制度化，若仅是暂时性、非正式性的

民众集合并不能称为非营利组织；同时该组织必须得到政府法律的合法承认，

并且有正式的组织章程、定期的会议以及规划运作过程。

（二）私人性质（ｐｒｉｖａｔｅ）

意指非营利组织必须与政府机构有所区分，并非隶属于政府部门，亦非

由政府官员所管理。但这并不是说非营利组织不能接受政府的特定支持，或

是政府官员不能成为其董事，关键在于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结构必须是民间

组织。

（三）非营利且不得分配盈余（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意指非营利组织并非为组织拥有者获取利益而存在，非营利组织虽可以获

取利益，但必须将所获取之利益运用在组织宗旨限定的任务上，而非分配给组

织成员，此乃非营利组织与企业最大的不同之处。

（四）自主管理（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意指非营利组织具有能够管理自身活动之能力，不受政府与企业部门等外

部力量所影响。

（五）志愿性质（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意指非营利组织在组织行动与事务管理上，应有某种程度是由具有志愿性

质的志愿者来参与，但并不意味着组织的多数员工必须是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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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盈属性（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

意指非营利组织的成立或活动之目标，应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并以服务

公共利益为目的。

而另一位较常为其他非营利组织研究者所介绍的为Ｗｏｌｆ，其认为非营利组

织具有以下六项特质（Ｗｏｌｆ，１９９９：２１）：

（１）必须具有公共服务的使命；

（２）必须是非营利或慈善的机构；

（３）其经营结构必须排除私人利益或财物之获得；

（４）经营享有合法免除政府税收的优惠；

（５）必须具有法律上的特殊地位，捐助者或赞助者的捐款必须列入免（减）

税范围；

（６）为政府立案之合法组织，且接受相关法令规章规范管辖。

由Ｓａｌａｍｏｎ和Ｗｏｌｆ的定义可知，非营利组织一词或许缺乏统一的定义，但

他们皆强调组织的公益和不以营利为目的之特质。此外，正式的民间组织与享

有税赋上的优惠也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构成要素。

另外，在台湾地区，非营利组织一词经常和非政府组织（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ＮＧＯ）混合使用，很少有明确的区分。但若从组织关心的议

题和服务供给的对象来看，这两个名词依然有显著的差异。

一般而言，非政府组织所从事的活动通常是全球性的，且涉及以公民为主

体的海外协力、民间交流、环境保护、人权议题或是开发协助，强调有别于国家

的非政府活动（林淑馨，２００８：１０），如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无国界医师、红十字会、

绿色和平组织，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路竹会等都属于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

强调国际性，组织活动需跨越国境，包括其组织成员、财政或活动范围都不限于

单一国家。相反，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范围、组织成员与财务多以单一国家为主，

具有草根、在地的性质。大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应可以包含非营利组织的特质，

但非营利组织却无法完全涵盖非政府组织的特性。根据林淑馨（２００８：３９１）的

定义，“非政府组织系指组织规模与运作范围为国际层次、跨国性，有非营利特

质及超国家之一般性目标的永久性机构”，由此可看出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在本质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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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营利组织的功能

关于非营利组织所扮演的社会功能，参考学者Ｋｒａｍｅｒ（１９８１：８ ９）所言，

可以整理为下列四项。

（一）开拓与创新的功能

非营利组织常因有丰富的创意与弹性，对社会变迁与大众需求较为敏锐，

因而发展出新的应对策略，并从实际的行动中去实现组织目标，达成组织使命。

例如，董氏基金会为台湾地区最早推动烟害防治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烟害防

治工作规划、教育宣传，并促成相关政策法案的制定及监督执法。基金会于

１９９７年完成《烟害防治法》立法（历经六年）；２０００年成功推动烟品开征“健康福

利捐”，政府开始有专款用于烟害防治。

（二）改革与倡导的功能

非营利组织往往从社会各层面的实际参与中洞察社会脉动，并运用服务经

验所得信息展开舆论与游说，以促使政府改善或建立合乎需要的服务。如台湾

地区《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即是由励馨基金会推动而制定的儿童少年保护法规。

（三）价值维护的功能

非营利组织通过实际运作以有系统地激励民众对社会事务的关怀，并借由

各种方案的实施，向人们提供人格教育与再社会化的机会。其中如人本文教基

金会，即通过不同的渠道与相关研究，来推动尊重学童的人权，反对体罚的价值

观念，这些均有助于正面价值观之维护。

（四）服务提供的功能

非营利组织的出现弥补了政府因资源有限，无法充分保障社会中所有公民

之限制，而提供多元服务以满足特定民众，使其适时获得需要的帮助。例如台

湾儿童暨家庭扶助基金会，其服务包括对于贫困的儿童家庭进行扶助，或是对

于受虐儿童进行保护，甚至对于发展迟缓儿童提供早期疗育服务等皆是。

１ ３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背景

在进入非营利组织的研究领域之前，需先了解非营利组织兴起的时空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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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学者Ｓａｌａｍｏｎ（１９９５：２５５ ２６１）将其主要归纳为“四大危机”与“两大革

命”，兹分述如下。

一、四大危机

（一）福利国家危机（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

社会福利或福利国家的建构是现代国家用以预防或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

正义、协助人民享有美满生活的重要机制。因此，欧美国家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之

后逐渐重视社会福利，甚至在６０年代达到高峰，进入福利国家的全盛时期。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福利国家开始出现下列四大危机：

第一，１９７０年以来的石油危机阻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使人们认为社

会福利的支出，将会排挤个人对于生产资本与设备的投资；第二，愈来愈多的人

认为，政府已经负担超载（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ｅｄ），且变得过度专业化与官僚化，使得政府

对于日益增多的需求与服务显得分身乏术；第三，由于福利国家的理念导致政

府所需提供的服务日益增加，而维持这些服务所需之经费已经超出人民愿意承

担之范围；第四，福利国家的理念不仅可能削弱人民进取的心态，更会增加人民

对政府的依赖感，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福利国家的政府开始逐步缩减福利支出，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

由于先进国家出现财政危机，以及保守势力的抬头，因而使得具有弹性的非营

利组织与家庭部门开始受到重视。

（二）发展危机（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石油危机对于世界经济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包括撒哈

拉沙漠地区的非洲国家、西亚以及中南美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都难以幸免。到

了１９９０年，这种经济衰退的情况不但未见好转甚至更为严重，因此直至今日，

全球大约仍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相当贫困的环境中。

上述情形使许多国家的政府与学者开始反省并试图找出解决之道，其中，

“协助自立”（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或称作“参与途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

观点应运而生。其认为要有效协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必须善加运用人民的能

力与热忱。实证研究发现，若要推动经济发展，仅依赖当地政府会比较困难且受

限，因为政府由上而下科层体制的运作形态，不但使须议决的相关政策耗费时日，

在解决民众需求上也显得缓不济急。另外，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是在非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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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目前的政府多属于外来政权，其政策是否能够符合一般民众需要也颇令人质

疑，因此认为，借由“参与途径”推动经济发展，其效率将较依赖政府为佳，而此种

途径多通过非营利组织加以执行，因而间接促成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三）环境危机（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全球环境恶化也促进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若深入探究可以发现，造成环

境危机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而破坏环境，另一方面

则是由于富裕国家过度滥用资源所致。在上述情况下，造成全球热带雨林急速

减少，非洲、亚洲与拉丁美洲的土地快速沙漠化，以及欧洲国家出现严重的酸雨

问题。这些都让全球人民无法再坐视环境恶化的情况继续严重下去，并且认为

光靠政府难以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人们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挽救生态环境，这些力量促成中欧与东

欧各国“绿党”（ＧｒｅｅｎＰａｒｔｉｅｓ）的成长。至于在发展中国家，生态行动主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ｓｍ）亦刺激当地非营利组织的快速产生。其借由民间力量动

员人力、募集资金，并试图改变可能污染环境者或滥用资源对象的行为，以达到

保护环境之目的。

（四）社会主义危机（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也是促使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一个因素。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造成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所擘画的能

够兼顾社会正义与经济富裕的蓝图产生动摇。因此为了维持统治的正当性，许

多国家开始引进市场导向的机制以提升国家经济发展。然而，此种行为除了促

进国家经济发展外，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即促成“公民社会”（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发展，使人民在享有较佳的经济发展之外，亦了解通过非营利组织可

以满足需求，以及获得一个不受限制的意见表达渠道。因此有学者认为，非营

利组织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速，乃起源于人民对政府与制度的不信任所致，希

望对经济、政治与社会相关事务予以直接控制或影响，而在这样的情形下非营

利组织即为合适渠道。

二、两大革命

（一）通信设施革命（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通信设施革命的发展，乃起源于１９７０至１９８０年间，由于电脑的问世、光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