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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工作到非營利組織管理 

• 澳門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 

• 政治大學EMBA非營利事業組碩士 

• 美國MADONNA University MSA 

•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科畢(第一屆) 

 

 

• 新竹、台北縣社會工作員及督導員 

• 聲寶文教基金會執行秘書 

•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創會秘書長 

• 亞洲協會「台灣非營利部門發展」專案負責人 

•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顧問,512川震台灣服務聯盟,88水災服務
聯盟社工組招集人 

• 賑災基金會董事 



台灣社會服務組織的發展 

• 1980年代可說是民間社會第三部門發展的
黃金年代 

• 故在介紹台灣社會服務組織時，皆以能夠
充分展現非營利組織的創新特質為首選 

 



台灣第三部門的特色(蕭新煌；2009) 

1. 自主性 

2. 倡導性 

3.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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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美、窮而有志 

• 人力資源：專職人員：社團法人3人以下，
財團法人5人以下；運用兼職人員2人以下，
與志工則在30人以下。 

• 財力資源：社團法人年度收支多在新台幣
500,000元；財團法人基金會年度收支多在
新台幣1,000,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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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六個新典範 

1. 自由 

2. 民主 

3. 平等 

4. 福利 

5. 人權 

6. 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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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社會新目標 

• 對社會改革的可能性有了集體決心 

• 對社會服務的可欲性有了集體用心 

• 對社會信任的可塑性有了集體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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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四個驅力 
(杜承嶸,2012.) 

• 傳統慈善力量的發展與延伸 

• 國際援助對台灣社會發展的影響 

• 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 

• 社會福利民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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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非營利部門的演進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  1950至1980政府管制期 

• 第二階段  1981至2000民間力量解放期 

• 第三階段  2001至今的多元發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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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類向政府立案登記的NPO一覽 

NPO類別 立案登記機關 NPO數量 

社會團體 
內政部與各縣市政府 41,514 

各縣市社區發展協會(2012.12) 6,692 

財團法人基金會 
各中央政府主管機關與縣市

政府 
 4,000（估計數) 

職業團體 內政部及縣市政府 10,861 

社會救助機構 內政部 576(估計數) 

合作社 內政部 4,569 

寺廟與教堂 內政部與各縣市政府 15,328 

合 計 83,540 

1.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資訊服務網，2013/06/30,本資料不包括私立學校,醫院,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等 

2. 至2012/12台灣共有368鄉鎮市,7835各村里 



一個優良的非營利組織的特色 

• 它必須有一清楚界定的「使命」(Mission)或宗旨 

• 它須要「有力的領導人」 

• 機構必須配備一班經小心遴選、啟導、督導和培育的員工 

• 互信的基礎、專業的管理 

• 擁有一套有效的「方案監察與回饋結構」 

• 積極地與其他服務機構和地區的「權力中心」建立良好的社區
關係 

 

• 以上可發現六個特色中有五個都和「人才」有關，可見「人才」
是組織營運的關鍵資源 

 



台灣非營利組織內部的困境 
(資料來源：2001年的「基金會普查資料」及2005年官有垣的「台灣社會

團體的組織與特性」之研究) 

內部的困境有以下五項，其中一項為「財務困難」，其他四項均為
「人的困境」: 

1.受訪對象直接言明「財務困難」是其內部營運面臨的首要挑戰 

2.其次，表示內部困境是來自「會務推動的專、兼職人力不足」 

3.是「會員流失」，連鎖效應下可能會因會員流失，間接導致會費收
繳不如預期而使機構財務陷入困境 

4.是「會務推動的志工人力不足」 

5.是「專業人才欠缺」 

 



台灣非營利組織管理人才培訓—海棠文教基金會 

 成立於1993.10.17. 

 性質：財團法人 

 宗旨: 

• 1993年以教育、文化、社會、經濟與科技為宗旨 

• 1998年經董事們討論海棠的未來，決定以「非營利組織能力
建設，從事非營利組織人才培育、組織發展、創新計劃、兩
岸交流及災害服務等工作，成為中介型非營利組織」為定位，
至此海棠開始有了自己的特色。 

 策略定位：1999年的海棠成為「非營利組織能力建設之中介
組織」，在這樣定位引導下，規畫了五大主要工作項目 

 主要工作項目：「非營利組織人才培育」、「組織發展」、
「創新方案」、「兩岸交流」，及「災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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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訓練品質系統(Taiwan Train Quality System) –
簡稱TTQS 

• 依據TTQS的系統制定海棠的訓練政策與訓練目標，以及服務方式與
願景 

• 訓練政策： 

我們相信，藉由堅持不懈的持續學習與訓練，能夠提昇非營利部
門管理人員的職能，才能協助非營利組織健全發展，達成組織的公益
使命。 

我們相信每位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者皆有使命感與潛力透過訓練成
為其組織最重要的人力資產，以及成為其組織的核心競爭力，進而促
成非營利組織的成長與員工成長的雙贏，更能夠達成組織的公益使命。
我們承諾所有參加培訓的管理者，皆能獲得有系統與專業的訓練、培
育和指導，本基金會提供適當的資源，讓每位參加培訓的伙伴都能獲
得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以做為組織競爭力提昇的憑藉，ISO 10015 及
IIP 則是我們的標竿，是連結組織策略與品質訓練培育發展的專業指
引。 

 



訓練目標 

• 為使基金會的訓練展開能滿足非營利組織的需求，本基金
會制定了訓練目標如下，並依此每年訂定具體的訓練目標： 

1) 培育非營利組織策略管理人才。 

2) 培育非營利組織高階管理人才。 

3) 培育非營利組織在方案管理、行銷管理、募
款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志工管理以及財務
管理等方面之人才。 

4) 提昇非營利組織管理者在規劃組織、領導及
控制之能力。 

 



服務方式與願景 

• 服務方式：結合理論與實務兼備、營利組織
與非營利組織管理知能兼具之優秀師資，辦
理系列性的訓練課程及研討，舉辦公開、區
域性或特殊類別、及組織內訓。地區包括台
灣和大陸。 

• 願景：非營利組織管理人員最佳的補給站。 

 



非營利組織人力培訓需求調查 
(2005；青輔會委託研究) 

層面 培訓的對象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決策層 

董事長/理事長 125 44.3   

董事/理事 122 43.3   

監事 95 33.7   

管理層 

高階：執行長/秘書長 174 61.7 4 

中階：主任/組長 178 63.1 3 

低階：督導/股長 135 47.9   

執行層 

行政人員 180 63.8 2 

企畫人員 206 73.0 1 

財會人員 154 54.6   

專業技術人員 151 53.5   

志工 145 51.4   

其他 10 3.5   



(一)非營利組織人才培育分析 

• 依據Wish 與 Mirabella（1998, 1999）針對美國大學院校開設的非營利組織管理教育課程

作深入的調查分析，歸納美國大學院校開設非營利組織管理學位班的課程，主要可分

為「1.慈善與第三部門」「2.倡議、公共政策、與社區建構」「3.募款、行銷、與公共

關係」「4.非營利組織之管理技巧」「5.財務管理、財源與會計」「6.人力資源管理」

「7.界域擴展」等七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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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2年開班狀況 

年度 
公開班
班數 

公開班
人數 

委辦班
班數 

委辦班
人數 

內訓班
班數 

內訓班
人數 

13年 
合計 

191 7,850 82 4,011 36 1,386 

年平均 14.7 604 6.3 308.5 3 106.6 

• 2000-2012年的13年間共開班309班， 

  總參訓人數為13,247人 

• 平均每年約開24個培訓班， 

  有1,019人參訓 

• 其中公開班佔62%，委辦班佔26%， 

      內訓班佔12% 



2000-2012年參與人才培訓學員職務別 

1主管 

36% 

2行政人員 

34% 3專業人員 

15% 4.其他 

10% 

5.機構領導 

5% 



2000-2012年參與人才培訓組織屬性 

1.財團法人 

60% 

2.社團法人 

21% 

3.其他 

17% 

4.公部門 

2% 



用Wish與Mirabella的七項指標課程的分類

2000-2012年開班類別 

七項課程指標 班別次數（%） 參與人數（%） 

1.慈善與第三部門 0（0） 0（0） 

2.倡議、公共政策、與社區建構 1（0.3） 133（1.0） 

3.募款、行銷、與公共關係 51（16.5） 2,237（16.9） 

4.非營利組織之管理技巧 105（33.9） 4,383（33.0） 

5.財務管理、財源與會計 43（14.0） 2,158（16.4） 

6.人力資源管理 66（21.4） 2,568（19.4） 

7.界域擴展 13（4.2） 658（4.9） 

8.其他 30（9.7） 1,110（8.4） 

合計 309（100） 13,247（100） 



2000-2012年課程開設班別 

1第三部門歷

史、傳統與結

構 

33% 

2組織管理與

領導課程 

43% 

3培養學

生特定領

域專長之

能力 

4% 

4其他 

20% 



2010OFFICE運用研習班 2010媒體與公關研習班 

2001  NPO管理與發展研討會 



2002體驗教育 

2002體驗教育 



戶外體驗教育訓練 戶外體驗教育培訓 



2003年女性領導班 

2003女性領導班 



2003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研習班 

2004培訓成果發表會 

2003行銷策略研習班 



資源開發策略研習 

微利時代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研習 



方案設計與評估研習班 募款管理研習班 



2006NPO青年工作者培力 

2006NPO青年工作者培力 



NPO青年工作者培力班 NPO行銷管理班 



 NPO CEO論壇 NPO CEO論壇 



募款研習班 志工管理班 



社會企業研習班 NPO管理者培訓 



公關與媒體研習班 國際事務研習班 



教育基金會工作人員研習-KJ 

教育基金會管理人員研習 
-問題解決KJ法 



人力資源基礎研習班 人力資源基礎進修班 



成效導向方案研習班 法鼓山方案班 



募款管理班結業 管理者訓練 



13年非營利組織人才培訓 
共培訓309班，13,247參訓 



NGO人才培訓中的社會工作培訓與方案 

• 2000-2006體驗教育社會工作方案：「服務學習」、「展翼計畫」、
「自立生活方案」 

•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展能計畫」2007-2009 

• 512川震台灣服務聯盟「川盟社會工作培力中心暨開設社會工作督導
在職專班」2012/11/10-2014/5/11 

• 與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習合作，來台培訓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自
2010年至2012年每年均以不同主題協同培訓，三年來共計培訓75位來
自大陸地區從事社會工作教育與實務工作者，主題分別為2010年「中
国研究及发展网络 四川灾后重建项目：『川越5.12—能力建设专业
支持方案』」，2011年主題為「台灣農村發展參學團」，2012年參學
台灣社會工作的康復服務。 

• 「彰化縣身心障礙組織社會工作督導培訓」2014/5-6 

• 海棠+桃園縣政府+OBT「弱勢家庭親子教育計劃」2014/4-9 

• 香港理工大學暑期社會工作來台實習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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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台灣921震災時，海棠於9月24日隨即帶領社會工作人員

進入災區，協助進行家戶資源盤點與在地社區重建人員之培

訓。 

• 2008年512汶川地震發生後以及2009年莫拉克風災(88水災)發

生後，隨即與紅十字會號召曾在921提供災害服務的夥伴，共

同成立加入「512川震台灣服務聯盟」及「88水災服務聯

盟」。海棠擔任決策小組成員以及社工組召集人，協助推動及

辦理災後重建工作。 

• 以聯盟方式的策略，培力投入災害服務的非營利組織，建構他

們具備災害服務的能力，分別服務災民及災後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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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組織發展趨勢 

• 多元 

• 小而美、 小而精 

• 倡議與服務齊飛 

• NGO的網絡關係 

• 政府的夥伴關係 

• 創新與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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