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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媒體經營途徑侷限在商業媒體與非營利媒體的思維。商業媒體為達成

利潤極大化的目標，不斷地朝謀利方向傾斜，危害新聞專業與自主性，損害新聞

公信力和品質；非營利媒體則過度仰賴外部捐款和補助，導致長期處於財源困境

之中。商業媒體的弊病和非營利媒體的財源困境，激發全球媒體開創出一種有別

於商業媒體和非營利媒體的「第三條路」－－社會企業型媒體。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旨在探討社會企業型媒體《四方報》在受到財務與

人力等資源的限制下，如何以社會資本作為引進資源的策略，進而藉由所擁有的

社會資本與資源優勢，實踐「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目的，以及創造社會價值。 

  研究發現，《四方報》的結構、認知與關係資本之間的交互作用，有利於組

織社會資本的建立與積累。其中，《四方報》的結構資本特色在於網絡結構以組

織為中心逐步往外拓展，內部成員的人脈移轉為對組織具有價值的資源；認知資

本以「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為核心，網絡成員圍繞著社會理念進行交流與互

動，成為達成共識的關鍵，以及關係資本的形成奠基於網絡成員相互信任以及對

於組織社會理念的認同之基礎上。其次，《四方報》透過「讓弱勢發聲」此項社

會理念的傳遞，形成資源提供者對於理念的認同，成為組織對外引進人力、財務

與社會資源的關鍵。最後，《四方報》的社會價值創造涵蓋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

提升環境條件、觀念的深化，以及回饋機制四大面向。 

 

關鍵字：四方報、社會企業、社會資本、社會價值、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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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ercial media have been neglected the news reporting professionalism du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fit maximization 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On the other 

hand, nonprofit media must rely on donations and grants due to the long-term 

financial problems. Therefore, it forces the global media to find a "third way", i.e.  

social enterprise for solving the financial problems as well as restoring the news 

reporting professionalism. 

  Using the case of 4-Way Voice, this study aims to find out how 4-Way Voice 

creates the resource and social value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the structural, cognitive and relational 

dimension is conducive to the cre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Besides, 

the mission-driven in 4-Way Voice helps to bring in several resources which including 

human, financial and social resources. Finally, the creation of social value in 4-Way 

Voice includes the social problems solving,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mprovement, 

idea transmission, and the support and contribution to new migrants in Taiwan. 

 

Keywords: 4-Way Voice, resource, social capital, social enterprise, soci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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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媒體在面臨長期景氣衰退與大規模裁員的情況下，如何開創

出有別於商業媒體和非營利媒體的「第三條路」－－社會企業型媒體，並從社會

資本的觀點，解析社會企業型媒體如何運用社會資本，引進組織內部所需的資源，

最後，評估組織能創造何種社會價值。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動

機，第二節依據問題意識提出本論文的研究問題，第三節闡述本論文的章節安排，

以及第四節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的新聞業，長期以來面臨閱報率下滑；廣告市場萎縮；缺乏報業補助政

策；同業間的惡性競爭，以及數位匯流之挑戰（吳圳義，1970；成鳳鳴，2010；

蘇蘅，2010；萬榮水，2010；馮建三，2010；林聖芬，2011）。媒體結構劣質化、

記者素質低落，市場導向的媒體經營法則，使媒體產業籠罩著一股小報化、八卦、

腥羶色的黑暗力量，新聞業大量出現的置入性行銷手法亦重挫新聞報導的專業自

主（張春炎，2009.11.18）。隨著媒體經營空間的緊縮及大規模裁員行動，連帶

影響記者工作權遭到嚴重扭曲，新聞專業亦受到漠視（苦勞網編輯部，2008.09.01）。

根據美國勞動局（US Bureau of Labor）的統計資料顯示，過去十年間已有36%的

新聞工作職務消失，美國的新聞工作者正面臨一波看不見盡頭的長期景氣衰退

（Smith, 2012: 23）。反觀台灣，2008年6月，《中國時報》宣布裁員430名員工，

震撼新聞圈（台灣新聞記者協會，2008.08.29）；2012年10月，壹傳媒集團因終

止壹網樂即時影音服務及出售壹電視，而分批裁員504名員工，創下近年來國內

媒體最多的裁員人數（華視編輯部，2012.10.01；樓乃潔，2012.10.01）。長期景

氣衰退與大規模裁員的情況，使得全球媒體都在尋求一種有別於以往的媒體經營

新途徑。 

  過去，媒體的經營途徑主要侷限在商業媒體與非營利媒體的思維。在「市場

導向」的趨力下，商業媒體為了達成利潤極大化的目標，不斷地朝謀利方向傾斜，

危害新聞專業與自主性，損害新聞公信力和品質，及損及公共服務的提供（Picard, 

2005: 338；王維菁、林麗雲、羅世宏，2012：147）。「媒體亂象」和「新聞置

入性行銷」成為了台灣報業／新聞業危機下的副作用（羅世宏，2010：44），王

維菁、林麗雲與羅世宏（2012：175）觀察國內外新聞業面對市場競爭環境之因

應策略，歸納分析後發現幾個清晰的發展方向，即愈加商業化、感官化、即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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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報化、愈朝廣告利益與有消費能力之閱聽人的需求靠攏，以及市場愈加集中化

與集團化，上述的發展方向被認為是與新聞業作為社會公共利益和平等正義的守

護者，以及作為民主機制健全運作的重要基石等角色相互斥的。國家人權報告書

亦指出，財團以雄厚資金及各種方式不斷地擴大媒體版圖，將嚴重導致媒體所有

權集中化的不良後果（管中祥，2012.12.27）。 

  另一方面，非營利媒體在提供公共服務、維護公共利益和保持獨立自主等面

向，雖比商業媒體表現更為優越，但由於過度依賴慈善捐贈和公益機構所享有的

免稅額，而長期面臨財源困境。對非營利媒體而言，「錢」是一大挑戰，向基金

會、捐助者和贊助商募款，不成比例地消耗許多時間和精力，媒體廣告和願意付

費使用報導的媒體同業，亦僅佔非營利媒體所需經費之一小部份（Downie & 

Schudson, 2009；Elkington, 2008／廖建容譯，2010：43；羅世宏，2010：81；胡

元輝、羅世宏，2010：156）。另外，在對外爭取資助時，非營利媒體必須投入

資源去處理和捐款者、讀者及第三方協作者的關係，以避免其所生產的內容受到

影響（羅世宏，2012：59）。 

  面臨商業媒體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所產生的弊病，以及非營利媒體所面臨的

財源困境，Fenton（2009）於 “The future of the news” 一文中，建議未來的新聞

業應朝向「低營利」或「非營利」模式；Smith（2012）亦認為，因應社會的變

遷，未來的新聞業將走向一種結合商業模式和非營利途徑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模式；羅世宏與胡元輝（2010：11-13）基於「公共化自由新聞業」

的理念，則建議政府制定或修訂相關法規，以補助有意轉型為「非營利」或「低

營利」的現有商業媒體，並尊重新聞業的獨立運作。綜合前述學者們的觀點，結

合商業模式和非營利途徑的「社會企業」模式，被認為是能夠解決現今媒體困境

的新途徑。 

  關於媒體結合商業模式和非營利途徑的「社會企業」模式，Smith（2012）

於《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中，曾發表過一

篇文章，他針對170位記者進行調查，研究結果顯示，當中有71%的參與者認為，

未來五年內傳統商業媒體的重要性將逐漸被採用「社會企業」模式的媒體所取代，

而採用「社會企業」模式經營的媒體，其收入和募款來源多元，包含：廣告、小

額付款、捐款、補助金，及產品銷售等，能彌補非營利媒體在財務上的缺口。進

言之，採用「社會企業」模式經營的媒體，與商業媒體和非營利媒體最大的不同

之處在於其所掌握的社會企業本質與特徵：「可產生公共利益，具有企業精神策

略，以達成特定社會、經濟目標，而非以利潤極大化為主要訴求，並有助於解決

社會、失業問題」（OECD, 1999；鄭勝分，2007：66-68）。 



3  

 

  文獻指出，社會企業是具有「多元利害關係人」（multi-stakeholder）的組織

（Evers, 2001: 304；Campi, Defourny & Grégoire, 2006: 29），這些組織外部利害

關係人包含：社會公益對象、資源提供者以及消費者，其中，資源提供者還包括：

政府、非營利組織、在地的社群、在地的一般民眾，以及供應商（Dees, 1998；

Alvord, Brown & Letts, 2002: 16-17；Tsai & Li, 2008: 7；Bloom & Chatterji, 2009: 

118）。社會企業透過多元利害關係人的參與，為組織注入豐富的資源；內部的

需求與外部環境連結，有利於與顧客和非營利組織建立關係；透過與政府部門、

使用者和非營利組織建立關係，則可減少外部環境的限制；透過多元利害關係人

共同參與決策，能作為平衡多重目標的手段，以及基於與多元利害關係人共同享

有一個目標、價值觀，能避免一般企業所面臨的利益衝突（Campi, Defourny & 

Grégoire, 2006: 41-42）。 

  將焦點轉回台灣，透過「社會企業」模式營運的媒體已應運而生（本研究稱

之為「社會企業型媒體」）。2006年，全台灣唯一以越文為主、中文為輔的定期

刊物－－《四方報》，為實踐「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而成立，衝撞主流媒體

長期對新移民、工的刻板報導角度，並自2008年起，陸續發行泰文、印尼文、菲

律賓文和柬埔寨文，共五國語言的報紙（越南四方網，2009；梁瓊丹，2013a：

192）。透過街友（homeless）販售的《大誌雜誌》，則於2010年4月1日創刊，

同樣成功地以社會企業模式在台灣推行，為街友創造就業機會，讓他們重獲生活

的主導權（台灣大誌雜誌網站，2010）。2012年，關注農業、食物與環境議題的

上下游News & Market新聞市集網站正式成立，是致力於關心農業與友善土地議

題的社會企業（上下游News & Market網站，2012）。進言之，當媒體組織摒棄

商業、非營利發展途徑，而選擇以社會企業模式營運時，其除了掌握社會企業的

經營特質外，還必須發揮媒體組織滿足一般大眾的期待、建立可信度與信任感、

遵循新聞倫理規範與工作守則、為公共利益服務，以及善盡社會責任的特性

（Lavine & Wackman, 1988；谷玲玲，2003）。 

  社會企業型媒體，雖能避免商業媒體以利潤極大化為目的所產生的弊病，以

及因為具有營收而能填補非營利媒體在財務上的缺口，而被認為是新聞業合適的

發展方向（Fenton, 2009；羅世宏、胡元輝，2010；Smith, 2012），然而，眾多

學者指出，社會企業在資源獲取上面臨諸多限制。Guclu, Dees, & Anderson（2002）

指出，由於社會企業不以追求利潤極大化為目標，除了營運收益外，得仰賴部分

捐款或補助，因此面臨財務問題的挑戰。Alter（2004）則指出，社會企業創業者

因受到個人經驗或背景特性的限制，會侷限組織對社會資產與社會需求的體認。

胡哲生、張子揚、黃浩然（2012）則認為，社會企業由於缺乏資本市場及經濟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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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此在吸納財務資源與經營管理人才方面遭遇困境。綜合來說，社會企業在

營運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主要來自於：招募優秀人才的限制、募資對象與財務工

具不足、資金限制，以及固有策略上的僵固性（Austin, Stevenson & Wei-Skillern, 

2006: 12）。 

  另外，媒體組織從產製、發行到呈現，花費都極為龐大，創辦初期需要巨額

資金，而後需要可觀的利潤回收（蘇蘅，2002）。因此，媒體組織必須整合其資

源與技能，建立核心能力，方能妥善營運（谷玲玲，2003）。 

  綜合觀之，由於社會企業型媒體先天上面臨資源獲取的困境，所能投入的有

形資源亦不敵資本雄厚的商業媒體，因此，必須耗費更多的心力在獲取所欠缺的

資源上面。 

 

第二節、 問題意識 

  針對社會企業在資源獲取上所面臨的困境，眾多學者皆各提出因應之道。本

研究綜合眾多學者所提出的建議，歸納出「社會資源」、「信任」、「網絡關係」

及「認同」，皆被認為能協助社會企業取得所欠缺的資源。 

  更具體地說，社會企業必須對各種資源有廣泛的體認，除了「商業資源」

（financial resources）外，社會企業應設法取得其他欠缺的「非商業資源」

（non-financial resources）（Alter, 2004）。Kretzmann & McKnight（1993）持類

似看法，他認為，社會企業的創業活動，除了需要常態企業經營所需的資本、財

物設備、技術與管理等資源外，對於社會需求的體認與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仍

需要「社會資源」的投入。Austin, Stevenson, & Wei-Skillern（2006: 13-14）則建

議，社會企業應建立以「信任」為基礎及更廣闊的「網絡關係」（networks 

relationship），積極開拓組織外部資源，發展對外溝通能力，並對外傳播所能創

造的社會影響力。另外，社會企業的名譽聲望與經營能力所受到的「認同」程度，

亦在資源獲取上扮演重要角色（胡哲生、張子揚、黃浩然，2012：17）。 

  在上述論述基礎上，本研究試圖從中探尋一個適合用來分析社會企業型媒體

能藉以突破資源困境的理論概念，由於「社會資源」、「信任」、「網絡關係」

及「認同」等概念與社會科學中發展最蓬勃的理論之一－－「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具有高度關聯，換句話說，社會資本被「社會資源」所涵蓋（Lin, 2001: 

43），以及「信任」、「網絡關係」和「認同」等概念皆為「社會資本」的構成

要素（Bourdieu, 1986；Coleman, 1988；Putnam, 1995；Nahapiet & Ghoshal, 1998；

Lin, 2001: 19；Fukuyama, 2001；Halpern, 2005）。據此，本研究認為，倘若社會

企業型媒體能有效掌握社會資本的內涵，並將社會資本運用於媒體實務上，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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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引進豐富的資源、解決組織所面臨的資源困境，並帶來實際的效益與產出。 

  論及「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在於探討「關係的問題」（relationships matter）

（Field, 2003: 1）。社會資本作為一種資源、優勢，其來源是身旁的「他人」（others），

而不是行動者本身，也因此，要擁有此種資源或享有優勢，個人必須與他人建立

關係（Portes, 1998: 7）。換句話說，社會資本理論將人際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網

絡」（social networks）視為一種資源，此種社會網絡，提供了合作的基礎，能

協助組織取得資源與優勢，以及增強社會的凝聚力（Field, 2003: 12）。 

  對於具有社會公益使命、不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以及需要部分仰賴捐款和

志工的社會企業來說，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在於：社會資本是社會企業獲取資源的

重要管道（Evers, 2001: 300-302）。「社會資本」作為管理資源的能力，能幫助

社會企業取得、整合、重組以及移轉資源，是一種透過「社會關係」取得資源，

實現經營目標的能力（Blyler & Coff, 2003: 677；胡哲生、張子揚、黃浩然，2012：

6）。社會企業運用各種市場、非市場的資源，以達成社會使命和為公共利益服

務的目標，市場資源可透過在市場上進行交易來取得；非市場資源則可視為運用

「社會資本」的成果，例如：自願性的捐贈與志工（Defourny & Nyssens, 2006: 10）。

舉例來說，社會企業必須和政府部門、企業保持一種「非正式的聯繫」（informal 

contacts）；建立「信任」（trust）關係；以及嵌入和扎根於在地的社區（local 

community），以確保能吸納人才及建立各種夥伴關係，換言之，「信任」、「社

交關係」、「對話和合作」（通稱為「社會資本」）在社會企業中扮演重要角色，

能為社會企業引進豐富的資源（Evers, 2001: 300-308）。 

  正如上述內容所言，社會資本能為社會企業引進豐富的資源，據此，本研究

的第一個探問在於理解社會企業型媒體擁有何種社會資本，為理解此問題，本研

究試圖透過「社會資本」理論概念，深入解析社會企業型媒體與組織外部利害關

係人所構成的網絡結構，以及此種網絡結構當中所蘊含的社會資本。 

  在分析架構方面，本研究參酌Nahapiet & Ghoshal（1998: 250-256）所提出的

社會資本分析架構，此架構進入了研究組織社會資本的層次，適用於分析社會企

業型媒體與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所構成的社會網絡，以及社會企業型媒體所掌握

的社會資本內涵。此架構包含：「結構面向」（structural dimension）、「認知

面向」（cognitive dimension）與「關係面向」（relational dimension）。首先，

社會資本的結構面向，圍繞著「網絡」的特性，並以「網絡關係」（network ties）、

「網絡型態」（network configuration）及「組織的適用性」（appropriable organization）

作為分析指標（Nahapiet & Ghoshal, 1998: 251-253）。其次，在社會資本的認知

面向，Nahapiet & Ghoshal（1998: 253-254）認為，語言和符號是人們溝通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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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產生「共享的語言和符號」，能夠促進資訊的交換；「共享的敘事」則影響

個體和群體的認知，能夠促進人們進行資訊交換的意願。最後，社會資本的關係

面向，具有四項指標：「信任」（trust）、「規範」（norms）、「義務和期待」

（obligations and expectations）及「認同」（identification）（Nahapiet & Ghoshal, 

1998: 254-256），重點在於分析行動者因進行互動而發展出的人際關係，以及互

動行為中的關係品質（林奇秀、陳一帆，2011：60）。 

  更進一步來說，社會企業型媒體投入社會資本作為一種資源獲取策略，目的

是期望在日後有所產出，此種產出可被視為引進某種資源或創造某種價值，正如

文獻指出，社會資本能促進資源的整合和交換，以及為組織創造價值（Nahapiet 

& Ghoshal, 1998: 244-245；Tsai & Ghoshal, 1998: 464-473）。Dees（1998）亦指

出，社會企業透過吸引及整合各項資源，能有效提升生產效率及創造價值。 

  首先，在資源方面，Evers（2001: 300-302）說明，社會企業的資源策略有

別於一般商業組織，社會企業除了仰賴商業資源外，還需要「非政府」

（non-governmental）和「非市場」（non-market）的資源，如：「捐款」和「志

工」。就資源類型而言，社會企業的資源可區分為：「社會資源」與「企業資源」，

前者是指對社會事務或群體的情感認同，其足以促成變革行動；後者則指幫助企

業創造價值產出，所需的財貨、技術、知識與策略思想（胡哲生、張子揚、黃浩

然，2012：17）。 

  其次，在社會企業的價值創造方面，包含：「社會價值」（social value）與

「經濟價值」（economic value）（Dees, 1998: 60；Guclu, Dees & Anderson, 2002；

陳金貴，2002：43；Emerson, 2003: 44；卓秀足、胡哲生，2011：5）。值得注意

的是，一般商業組織著力於創造經濟價值，社會企業亦同，不同的是，社會企業

除了追求經濟上的獲利外，將更多心力放在社會價值的創造（Guclu, Dees & 

Anderson, 2002；Alvord, Brown & Letts, 2002: 3）。由於社會企業重視社會價值

的創造，因此從創新、創業到資源動員的過程，皆必須回應所欲解決的社會問題

（Alvord, Brown & Letts, 2002: 3）。Austin, Stevenson, & Wei-Skillern（2006）指

出，社會企業的使命特色與商業組織的主要差異在於，社會企業致力於為公眾利

益服務和創造社會價值，而社會價值的創造主要源自於社會企業服務基層、對於

社會問題的解決及回應市場失靈問題的特性。 

  綜合上述的內容而言，在解析了社會企業型媒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本之後，本

研究欲更進一步探討的是：究竟社會企業型媒體運用社會資本，引進了何種資源？

創造了何種社會價值？  

  最後，在研究策略上，由於本研究的研究重點在於：社會企業型媒體運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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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本引進組織內部所需的資源，以及創造社會價值的「過程」，並企圖針對此

「過程」進行全面、詳細和深入的了解，因此採取個案研究法來進行研究（葉至

誠、葉立誠，2011：200）。以國內社會企業型媒體《四方報》為例，其社會目

標明確指向「讓弱勢發聲」，其成立動機回應了台灣所面臨的兩項重要社會問題：

一是新移民、工離鄉背井，長期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二是新移民、工面臨資訊

不對等的社會現況，前述兩項難題使得新移民、工長期被拒絕於社會權益保障之

外，缺乏獲得資訊與發聲的管道（梁瓊丹，2013a：212）。此種針對台灣社會問

題，而發展出的社會企業模式，具有研究的價值。另外，就媒體產製的內容而言，

《四方報》以產製新聞為主，屬於傳統的月刊型報紙，符合作為媒體研究的對象。 

  綜合而言，基於個案的代表性與媒體研究的本質，本研究選擇以《四方報》

作為單一個案研究的對象，以期從社會資本的觀點，解析《四方報》如何運用社

會資本，引進組織內部所需的資源，最後，加以評估和檢視《四方報》作為一個

社會企業型媒體所能創造的社會價值。據此，本研究的三個研究問題如下： 

 

（一） 解析《四方報》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為何？ 

（二） 探討《四方報》運用社會資本，獲取何種資源？ 

（三） 評估《四方報》能創造何種社會價值？ 

 

第三節、 章節介紹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第壹章介紹研究背景，並據此提出研究動機、目的及研

究問題。 

  第貳章闡述本研究所採用的理論概念，包含：「社會企業」、「社會企業型

媒體」、「社會資本理論」、「資源」及「社會價值」。首先，透過文獻探討，

整理出本研究對於「社會企業」以及「社會企業型媒體」的定義，其次，針對「社

會資本理論」進行文獻蒐集和分析，再結合社會企業的「資源」與「社會價值」

創造之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描述並討論社會企業型媒體運用社會資本，獲取資

源與創造社會價值的依據。 

  第參章介紹研究方法，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資料蒐集方法包含：「文獻

資料分析法」、「參與觀察法」以及「深度訪談法」。本章節說明深度訪談對象

之來源與篩選邏輯，並整理出深度訪談題綱，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搭配參與觀

察與文獻資料分析法，蒐集本研究所需的資料。 

  第肆章結合文獻資料分析、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法，提出本研究之主要研究

發現，可分為以下三個部分：一是《四方報》的社會資本分析；二是《四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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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社會資本引進資源之探討；以及三是《四方報》的社會價值創造。 

  第伍章為研究結論與建議，結合前四章之討論與分析結果，總結《四方報》

運用社會資本以引進資源和創造社會價值之現況，並針對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提

出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與方向。在實務方面，亦針對社會企業型媒體未來的發展

方向提供建議。 

 

第四節、 名詞解釋 

  本節針對本論文的重要概念進行簡要說明。 

 

一、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 

  社會企業是指透過商業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的組織，其不以追求利潤極大化

為目標，但能自給自足，在追求營利的同時，更著重於關心社會使命的成長。 

 

二、 社會企業型媒體（social entrepreneurial media） 

  社會企業型媒體是指透過社會企業模式營運的媒體組織，兼具社會企業透過

商業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以及媒體組織滿足一般大眾期待、為公共利益服務和

善盡社會責任的特性。 

 

三、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是存在於人際關係之中的資源，由「信任」、「規範」以及「網絡」

所構成，社會資本對團體而言，能夠促進合作和集體福祉；對個人而言，則是個

人在社會關係中進行投資，以期獲得回報。 

 

四、 社會價值（social value） 

  社會價值是一種無形的社會影響力，其超越了實際商品和服務的價值，例如：

社群意識、社會價值觀和社會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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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理論與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是社會企業與社會企業型媒體。第二節是社會資本理

論。第三節是資源與社會、經濟價值的創造。 

 

第一節、 社會企業與社會企業型媒體 

  本節首先說明「社會企業」的定義與內涵，以及社會企業具有多元利害關係

人的組織特性。接著，依據「社會企業」的定義與內涵與媒體組織的特性，定義

本研究所指的「社會企業型媒體」，並整理國內、外「社會企業型媒體」案例。 

 

一、 社會企業 

  在全球化競爭壓力的影響下，各國普遍面臨「政府失靈」、「市場失靈」與

「志願失靈」的危機：「政府失靈」主要反映在政府組織的僵固性，難以應對快

速變動的社會需求；「市場失靈」則反映在蓬勃發展的經濟背後，所引發的就業

障礙提高、財富分配不均、產品供給高階高價化、資源過度耗用等問題；以及「志

願失靈」反映了非營利組織因過度仰賴政府的補助與私部門的募款活動，使其發

展容易受到景氣的影響及面臨資、財源缺乏的困境（胡哲生、陳志遠、吳秉恩，

2009：1-3）。 

  因應日趨嚴重的「政府失靈」、「市場失靈」與「志願失靈」危機，政府、

企業和非營利組織三大部門，皆各提出因應之道（鄭勝分，2007：66）。在歐美

國家，為推動福利國改革，傳統部門之界定方式逐漸式微；另一方面，企業部門

與社會部門逐漸融合，隨著歐洲第三部門逐漸受到認可，以及傳統企業面臨挑戰，

產生了一種新型態的混合組織（hybrids），此種新型態的組織被稱為「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成為歐美第三部門與變革經濟下的新趨勢（OECD, 1999: 11；

Defourny & Nyssens, 2006: 3）。換言之，「社會企業」是政府、企業和非營利組

織，在面臨長期經濟緊縮的壓力下，所產生的新型態組織，此種組織積極尋求能

夠達成控制成本、加強效率，以及增加營收等目標的新途徑（Dees & Elias, 1998: 

166）。 

 

（一） 社會企業的定義 

  「社會企業」的概念仍在演化中，歐美「社會企業」的內涵差異甚大：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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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強調社會與經濟目標的融合；歐洲「社會企業」，則是社會、經

濟與政策三大目的兼容（鄭勝分，2008：204）。美國的「社會企業」，為達成

社會目標，強調市場導向的經濟活動，可視為非營利組織為解決財政困境的創新

手法，其社會企業內涵，涵蓋了一個廣泛的組織光譜，分別從營利企業從事公益

活動，至非營利組織從事商業活動（Dees, 1998: 55-56；Defourny & Nyssens, 2006: 

4；Kerlin, 2006）。 

  歐洲的「社會企業」則起源於1990年代，當時義大利國會採用社會合作法，

回應公共服務的不足之處與需求（Borzaga & Santuari, 2001）。1996年，由十五

個歐洲國家所成立的「歐洲研究網絡」（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EMES）

正式成立，針對「社會企業」進行研究，並發展出研究「社會企業」的指標與途

徑（Borzaga & Defourny, 2001）。2002年，英國政府為了將「社會企業」推廣至

全國，成立了「社會企業聯盟」以及「社會企業單位」，說明「社會企業」具有

兩項特徵：一是主要由社會目標所驅動；二是透過交易達成永續經營，值得注意

的是，「社會企業」透過交易行為來運作，但交易的宗旨是為了達成其社會使命

（DTI, 2002；Defourny & Nyssens, 2006: 4）。 

  社會企業主要是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十五個成員國所發展出來的新概念，

其出版的《社會企業》報告書指出，「社會企業」是指任何可以產生公共利益的

私人活動，具有企業精神策略，以達成特定經濟或社會目標，而非以利潤極大化

為主要訴求，且有助於解決社會問題及失業問題的組織（OECD, 1999；鄭勝分，

2007：66-68）。社會企業的主要特徵如下：一是採取不同的合法組織型態；二

是具有企業精神；三是受到利益不得分配的限制，但可重新投資以實踐企業的社

會目標；四是強調利害關係人而非股東，故重視民主參與，以及採「一員一票」

制；五是堅持經濟及社會目標兼容；六是主張經濟和社會的創新；七是重視市場

法則的觀察；八是維持持續性的經濟活動；九是在經濟上獨立自主；十是強調回

應未被滿足的社會需求；以及十一是勞力密集的活動（OECD, 1999: 11；鄭勝分，

2007：67-68）。 

  「歐洲研究網絡」（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EMES）則將「社會企業」

定義為：由一群公民所成立之具有明確社會目標／社會公益的組織，股東投入資

本所享有的權益受到限制，重視經濟上的獨立自主，並且在持續進行經濟活動的

同時，亦必須承擔經濟上的風險（Defourny & Nyssens, 2006: 5）。EMES針對「社

會企業」的定義，兼具經濟層面和社會層面的指標，在「經濟層面」上蘊含四項

要素：一是維持持續性的經濟活動，直接參與生產和銷售產品或服務。二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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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主性，創辦者掌握發聲的自主權，並具有終止營運的權利。三是必須承擔經

濟上的風險。四是給予最低限度的薪資報酬，可結合金錢和物資上的資源，採納

志工和聘用員工，但以最低限度的薪資報酬為基準。在「社會層面」上，則蘊含

五項要素：一是具有明確的社會目標／社會公益，以服務社群或特定族群為首要

目標。二是由一群公民主動創辦，其因具有共同需求和目標而集結成群眾。三是

決策權力以「一員一票」（one member, one vote）為原則，不以股本作為決策的

基礎。四是重視參與，透過使用者、顧客和利害關係人的參與，進而影響決策和

管理，藉由經濟活動延伸在地層次的民主。五是利潤分配受到限制，除了具有慈

善性質的組織具有營利完全不得分配的限制外，社會企業僅能有限地分配營利，

以避免利潤極大化的商業手段（Defourny & Nyssens, 2006: 5-6）。 

  隨著「社會企業」議題的興起，眾多學者針對「社會企業」展開學術性研究，

並提出相關定義。Dees（1998）提出「社會企業光譜」（The Social Enterprise 

Spectrum）的概念，說明「社會企業」是介於企業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組織型態。

「社會企業」為了達成社會公益使命，而從事企業行為和經濟活動（Young, 2001: 

151；Tsai & Li: 2008: 7）。陳金貴（2002）則認為，「社會企業」是以企業經營

的方式，來實現改變社會、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目的，同時以企業手段來獲取合

理利潤，透過企業家精神的運作，發揮組織功能，提升活動效益，並貢獻社會。

一些學者則將「社會企業」視為以達成「為貧窮和邊緣化的族群創造社會、政治

和經濟的改變」為使命的組織（Alvord, Brown & Letts, 200: 22）。 

  Defourny & Nyssens（2006: 13）說明，「社會企業」結合了各種不同的邏輯

思維：在市場上進行交易，但不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透過公共政策得到公眾的

支持；透過志願性的集結嵌入於公民社會當中，以達成社會公益的目標。部分學

者則提出，「社會企業」的定義具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社會企業是指，非

營利組織為賺取收益而採用企業營運手法和市場法則的創新途徑；廣義的定義則

將「社會企業」視為：「非營利組織、企業或政府部門所採取的創新和創造社會

價值的活動」，換言之，任何組織都有可能轉為社會企業的組織型態（Austin, 

Stevenson & Wei-Skillern, 2006: 2）。 

  Stryjan（2006: 195-197）認為，「社會企業」涉及眾多行動者，並以資源整

合為己任，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一是以為目標族群提供服務為核心任務；二

是持續動員財務與資源以維持永續發展，以及三是必須取得社會的普遍支持。

Abu-Saifan（2012: 25-27）則從界定何者不應被視為「社會企業」出發，強調「社

會企業」的範圍不應包括：慈善家、行動主義者、具有基金會的公司，及單純負

企業社會責任的組織，並將「社會企業」定義為：由目標導向的個人，仿效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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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來傳遞社會價值、幫助弱勢，並能在經濟上獨立自主、自給自足，及永續發

展的組織。 

  Alter（2004: 23）將社會企業定義為：基於社會目標來減少或緩和某個社會

問題或市場失靈現象，而成立的任何事業創投（business venture），此種組織採

用商業手段（企業家精神、創新、市場機制）來運作，而運作的同時，又能產生

社會價值。Rob（2006）則將社會企業定義為：採用動態管理的策略，以追求最

合適的社會及環境影響力，其特徵在於結合資源和能力，持續追求更高的社會影

響力，及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 

  結合上述的內容而言，「社會企業」的定義雖仍在演化階段，但隨著此議題

逐漸受到重視，以及眾多學者的仔細鑽研，已累積了日漸豐碩的學術成果。其中，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歐洲研究網絡」及多位學者皆分別闡述了社會企業

的「經濟指標」與「社會指標」之內涵，強調社會企業兼具社會及經濟目標的特

性。 

  本研究結合上述文獻，並透過社會企業的「社會層面」和「經濟層面」指標，

將社會企業定義為：「聚集一群具有相同理念的個人自願性成立，具有明確的社

會公益對象，可解決社會問題和產生公共利益的組織，其透過商業手段從事經濟

活動的最終目的，乃為了達成組織的社會目標或社會使命」。 

  表2-1為本研究對「社會企業」的定義與說明。 

 

表2-1：本研究對「社會企業」的定義與說明 

「社會企業」的定義 

社會企業是聚集一群具有相同理念的個人自願性成

立，具有明確的社會公益對象，可解決社會問題和

產生公共利益的組織，其透過商業手段從事經濟活

動的最終目的，乃為了達成組織的社會目標或社會

使命。 

「社會層面」指標 

（一）具有明確的社會目標，以及能產生公共利益。 

（二）聚集一群具有共同需求和目標的個人，自願

性成立。 

（三）重視參與。透過員工、志工、使用者、顧客

等利害關係人的參與，進而影響決策和管理。 

（四）決策權力以「一員一票」為原則，不以股本

作為決策基礎。 

（五）避免利潤極大化的商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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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層面」指標 

（一）具有企業精神，重視市場法則的觀察，及主

張經濟和社會上的創新。 

（二）維持高度的經濟自主性。 

（三）維持經濟持續性，並承擔經濟上的風險。 

（四）勞力密集，結合志工和聘用員工，但以最低 

   限度的薪資報酬為基準。 

（五）利益不得分配或利益分配受到限制。除了具 

   有慈善性質的組織具有營利完全不得分配的 

   限制外，其他社會企業僅能有限地分配營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社會企業的內涵 

  社會企業是政府、企業和非營利部門變革之下的產物，學者認為，此種混合

組織，造成政府、企業與非營利三個部門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OECD, 1999: 11；

陳金貴，2002：39；Defourny & Nyssens, 2006: 3）。Young（2001）提出社會企

業的兩種界定方式，即營利事業採用對社會公益具有貢獻的營運模式；以及非營

利組織透過商業化賺取營收。Abu-Saifan（2012）持相同看法，認為社會企業的

營運策略有二：一是營利事業採取目標導向的策略；二是非營利組織採取具有經

濟營收的策略，如圖2-1所示。營利事業採取目標導向的策略，說明了具有社會

目標的企業，從事社會、商業活動，以達成組織的永續經營，並堅持經濟上的獨

立自主；非營利組織採取具有經濟營收的策略，則說明了社會企業的混合性質，

兼具社會使命和為達成自給自足而從事商業活動，其營運收益是為了傳遞社會價

值（Abu-Saifan, 2012: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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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社會企業在企業光譜中之標的 

非營利                             營利                                             

 

 

 

 

 

 

 

 

缺乏獨立性 

 

 

 

 

非營利組織採取具

有經濟營收的策略 

 

 

自給自足 

 

 

 

 

營利事業採取 

目標導向的策略 

 

 

永續性 

資料來源：“Social entrepreneurship: Definition and boundaries,” by S. Abu-Saifan, 

2012, Technology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view, February 2012, 26. 

 

  進言之，我們可以分別從非營利組織和企業組織的角度，來理解社會企業的

內涵。國內學者鄭勝分（2007）依據歐美「社會企業」的研究文獻，從分析指標

及組織型態雙向度指標，同樣將「社會企業」歸納成兩大發展途徑：一是「非營

利組織師法企業」的途徑；二是「企業師法非營利」的途徑，前者可再細分為以

偏經濟面的「商業化」及偏社會面的「社會創新」；後者則包含偏向經濟面的「企

業社會責任」，及偏向社會面的「社會合作社」，如圖2-2所示。首先，非營利

組織「商業化」的目的在於，彌補傳統財源的缺口，故核心價值在於交叉補貼理

念的展現；「社會創新」則是指師法企業精神，據以強化本身的經濟能力，進而

解決非營利組織所面臨的財源危機。其次，企業追求「企業社會責任」，指的是

透過公共形象的塑造，介入非營利領域，以求企業的永續發展；「社會合作社」，

則主要為解決高失業及社會疏離問題，透過非營利互助體制的設計，進而達成扶

貧的成效（鄭勝分，2007：65）。 

 

 

 

 

 

 

 

社會企業 企業 

使命成長 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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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社會企業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社會企業的概念分析〉，鄭勝分，2007，《政策研究學報》，8：

76。 

 

  首先，從非營利組織的角度，由於過於依賴政府補助和私部門的募款來推動

其服務事務，在無力自給自足的情況下，容易受到經濟景氣對募款的影響，逐漸

呈現「志願失靈」的現象，社會企業可視為因應此種「志願失靈」現象的產物

（Salamon, 1990；鄭勝分，2007：74；胡哲生、陳志遠、吳秉恩，2009：3）。

進言之，為解決非營利組織所面臨的財政與品質雙重危機，歐美非營利組織開始

轉型為社會企業，Dart（2004: 411）說明此種強調以市場為基礎的商業模式，可

被視為非營利部門的「社會創新」。Dees（1998: 58-60）剖析非營利組織「商業

化」的型態，說明非營利組織為了避免企業化所帶來的風險，尋求一種既能減少

組織財務負擔，同時又能增進組織目標績效的作法，此種做法所面臨的挑戰在於：

如何獲得財務來源以達成組織目標，以及如何有效地運用有限的資源。 

  論及非營利組織「商業化」的型態，Dees（1998）的論述頗具代表性，他於

《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發表的 “Enterprising Nonprofits” 一

文中，提出「社會企業光譜」（The Social Enterprise Spectrum）的概念（如表2-2

所示），說明「社會企業」介於「純商業的企業」（purely commercial enterprise）

與「純慈善的非營利組織」（purely charitable organization）之間，兼具社會與經

濟的混合動機。「純商業的企業」是指以股東為基礎的商業組織，具有四項特徵：

一是以經濟價值的創造為首要目標；二是透過市場完成所有的交易；三是交易是

為了自利（self-interest）；四是金錢為主要的交易媒介，並成為價值創造的評估

標準。「純慈善的非營利組織」，則是僅接受捐贈與志工的傳統非營利組織，其

商業化 社會創新 

企業社會責任 社會合作社 

非營利組織 

企業 

經濟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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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五項特徵：一是具有明確的社會公益目標；二是營運開支和成本完全仰賴捐

贈；三是僅接納志工來進行產品的生產和服務；四是其交易是為了實踐利他主義

（altruism）；以及五是不以金錢作為交易的媒介和價值創造的評估標準（Dees & 

Elias, 1998: 174）。依據前述「社會企業光譜」的內涵，只有「純慈善的非營利

組織」與「純商業的企業」兩者之間的連續體（continumm），才有可能是社會

企業的類型（Dees & Elias, 1998: 175），此種連續體的特質包含：社會及經濟價

值並重；具有多元的利害關係人；需要資金的回饋；資本低於市場價格；志工與

領全額薪資的員工兼具；以及接受補助和捐款（Dees, 1998: 60）。 

 

表2-2：社會企業光譜 

 純慈善的               純商業的 

動機、方法與目標 

訴諸善心 

使命導向 

社會價值 

混合式動機 

使命及市場導向並重 

社會及經濟價值並重 

訴諸自身利益 

市場導向 

經濟價值 

主 

要 

利 

害 

關 

係 

人 

受益者 免付費 
補助金，或全額支付與免

付費。 
依市場價格收費 

資本 捐款與補助 

資本低於市場價格，或捐

款與比照市場價格的成

本兼具。 

市場價格的資本 

人力 志工 

低於市場行情的薪資，或

志工與領全額薪資的員

工兼具。 

市場行情的薪資 

供應商 
非現金捐款

（物品捐贈） 

特定的折扣，或非現金捐

款（物品捐贈）與全額捐

款都有。 

市場行情的價格 

資料來源：“Enterprising nonprofits,” by J. G. Dees, 1998,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6(1), 60. 

 

  其次，從傳統企業的角度，為追求企業的永續發展，許多企業開始倡議「企

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意指企業為改善社會或環

境條件，而採取自發性的行動，創造集體的社會福祉（Mackey, Mackey & Barney, 

2007: 818），其內涵包括：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社會期許，以及自

我要求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可被視為企業獲利的手段之一，是為追求財務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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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而存在（卓秀足、胡哲生，2011：4）。另一方面，為解決高失業問題與社會

疏離問題，扶貧成為企業介入非營利領域的另一動機，歐洲社會經濟組織的非營

利化，即是此一背景下的產物，此種論述最具代表性的社會企業類型為：透過互

助合作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合作社」（鄭勝分，2007：74-75）。 

  有鑑於「社會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s）在義大利的興起和快速發展，

Thomas（2004）針對義大利的「社會合作社」進行研究，並進一步區分「社會

企業」、「社會合作社」，及「非營利組織」的內涵與彼此之間的關係，如圖2-3

所示。Thomas（2004: 243）認為，在歐洲，「社會企業」被列入自願性組織的

範圍，此種作法是指合作社提供社會服務，或是私人企業為推廣企業精神而從事

社會導向的活動。「社會企業」具有以下特性：同時追求經濟和社會目標；承擔

經濟上的風險；具有高度的決策自由；促進民眾參與經濟活動；決策權不以資本

投資額為基準，以及營利分配有限，據此，美國學術界將社會企業納入「非營利

組織」的範圍；歐洲學術界則將「社會企業」納入「社會經濟」的範圍，而「社

會企業」是起源自傳統福利系統，轉變為混合系統的過程，而義大利的「社會合

作社」，則被「社會企業」所涵蓋（Thomas, 2004: 245-247）。 

 

圖2-3：社會合作社的位置 

非營利組織（美國）                 社會經濟組織（歐洲） 

 

資料來源：“The rise of social cooperatives in Italy,” A. Thomas, 2004, Voluntas, 

15(3), 247. 

 

 

 

 

 

 

 

 

 

 

 

 

 

 

 

 

 

 

 

 

 

 

第三部門 

社會企業 

社會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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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ourny（2001）則認為，「社會企業」是合作社（co-operatives）與非營

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的結合體，說明了社會企業的成員由各種利害

關係人所組成，為的是服務社會，創造社會公益，其中合作社可分為：勞動者合

作社（Workers’ Co-ops）及使用者合作社（Users’ Co-ops）；而非營利組織則可

分為：生產導向非營利組織（Production oriented NPOs）及倡議型非營利組織

（Advocacy NPOs），如圖2-4中的箭頭所示，「社會企業」是偏向勞動者合作社

和生產導向非營利組織的混合組織，圖2-4中的虛線具有其特殊的意涵，說明「社

會企業」是一個創新的概念與動態的過程，改變了過去人們對傳統非營利組織的

思維。 

 

圖2-4：社會企業：合作社與非營利組織的交叉點 

合作社                         非營利組織 

 

 

資料來源：Introduction: From third sector to social enterprise (p.22), by C. Borzaga 

& J. Defourny, 2001, New York: Routledge. 

 

  另外，Alter（2007: 14）提出混合光譜（hybrid spectrum）的概念（如圖2-5

所示），從動機（motive）、責信（accountability）以及收入的使用（use of income）

三方面來界定社會企業的特性，在組織光譜右方是創造社會價值的營利事業，其

主要動機是賺取利潤，以及將盈餘分配給股東；光譜的左方則是透過商業活動產

生經濟價值，以從事社會方案的非營利組織，其主要動機是達成社會使命。社會

企業的混和組織型態，可從動機、方法、目標以及營收的使用四個面向來理解，

在動機方面，社會企業致力於為公共利益服務，同時兼顧企業賺取營收的精神；

勞動者合作社 

 

 

 

使用者合作社 

  生產導向 

非營利組織 

 

 

倡議型 

非營利組織 

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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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方面，社會企業追求社會使命和市場法則之間的平衡點；在目標方面，社

會企業兼顧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的創造；以及在營收的使用方面，社會企業將營

收重新投入到所欲達成的社會使命上面（Alter, 2007: 13）。 

 

圖2-5：混合光譜 

混合光譜（Hybrid Spectrum） 

 

傳統非營利

事業 

Traditional 

Nonprofit 

由活動產生

收入之非營

利事業 

Nonprofit 

with Income- 

Generating 

Activities 

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社會責任

的企業 

Socially 

Responsib

-le 

Business 

企業從事社

會責任 

Corporation 

Practicing 

Social 

Responsibili

-ty 

傳統營利事

業 

Traditional 

For-Profit 

使命動機‧ 

強調對利害關係人的責信‧ 

將盈餘再投入社會方案或營運成本‧ 

‧營利動機 

‧強調對股東的責信 

‧將盈餘分配給股東 

資 料 來 源 ： “Social enterprise typology,” by K. Alter, 2007, from 

https://www.globalcube.net/clients/philippson/content/medias/download/SE_typology

.pdf 

 

  Alter（2007: 14）進一步提出，非營利組織的成立是為了創造社會價值，其

經濟的永續性高度仰賴外部的捐款；營利事業的成立則是為了創造經濟價值，為

了避免遭受市場淘汰而必須對社會有所貢獻，而社會企業則追求社會與經濟雙重

價值（dual value）的平衡。據此，Alter（2007: 15）提出「持續性之平衡」（sustainability 

equilibrium）的概念（如圖 2-6 所示），他認為，社會企業以創造社會價值為目

標，其維持營運的方式是透過商業手段來支撐社會方案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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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持續性之平衡概念圖 

持續性之平衡（Sustainability Equilibrium） 

  社會持續性                     經濟持續性 

 

傳統非營

利組織 

Traditional 

Nonprofit 

由活動產生

收入之非營

利事業

Nonprofit 

with 

Income-Gen

erating 

Activities 

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社會責任的

企業 

Socially 

Responsible 

 Business 

企業從事社

會責任 

Corporation 

 Practicing 

Social 

Responsibili

-ty 

傳統營利

事業 

Traditional 

For-Profit 

目標：社會價值創造            目標：經濟價值創造 

持續的策略：                       持續的策略： 

以商業手段支持社會計畫                     行善 

資 料 來 源 ： “Social enterprise typology,” by K. Alter, 2007, from 

https://www.globalcube.net/clients/philippson/content/medias/download/SE_typology

.pdf 

 

  Rob（2006）同樣認為社會企業是社會、經濟價值兼具的組織型態，他透過

組織型態光譜，將社會企業的操作型定義界定為：「運作資金至少有75%是來自

商業收入的非營利組織」，該光譜（如圖2-7所示）是由純粹創造經濟價值，到

純粹創造社會價值之間的各種組織型態所構成，創造社會價值的一端是指慈善團

體，包含：資金來源完全沒有商業收入的組織，以及以公益募款為主，但兼具部

分商業收入的組織；光譜的另一端則是傳統企業，其以追求利潤極大化為目標；

而在兩者之間的組織，包含「社會企業」與「社會導向的私人企業」兩種組織型

態，其中社會企業又可分為三種類別：一是資金有75%以上來自於商業收入；二

是全部資金可由商業收入承擔，以及三是商業收入具有盈餘，但盈餘不得進行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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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商業導向與社會導向的連續性光譜 

社會、經濟價值兼具 

創造社會價值                      創造經濟價值 

慈善機構 社會企業 
社會導向

企業 
傳統企業 

沒 有 商

業收入 

兼具商業

收入與公

益捐款或

補助 

自 給 自

足：資金

有75%以

上來自商

業收入 

達損益平

衡：全部

資金可由

商業收入

承擔 

具 有 盈

餘：商業

收入具有

盈餘但不

進行分配 

社會導向

的企業，

可進行盈

餘的分配 

追求利潤

極大化 

資料來源：“Venture philanthropy: The evolution of high engagement philanthropy in 

Europe,” by J. Rob, 2006, from 

http://eureka.bodleian.ox.ac.uk/745/1/VenturePhilanthropyinEuropeRobJohnspaper.p

df 

 

  綜合而言，社會企業是介於「純商業的企業」與「純慈善的非營利組織」之

間的組織型態，是政府、企業和非營利部門變革之下的產物（Dees & Elias, 1998: 

175）。社會企業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並從事市場上的經濟活動，首先是為了

回應社會上的需求和達成經濟上的永續，其次才是追求利潤及經濟上的報酬，此

種社會、經濟目標兼具的特性，形成了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最大的差異（Campi, 

Defourny & Grégoire, 2006: 32-45）。至於社會企業能否同時兼顧社會目標和經濟

目標，關鍵在於：在尋求商業化的同時，不應損害其社會使命和組織的誠信（Dees 

& Elias, 1998: 173），換言之，社會企業必須以追求社會使命為首，其次才是產

生經濟上的回報（Austin, Stevenson & Wei-Skillern, 2006: 12），並且將營收重新

投入到所欲達成的社會使命上面（Alter, 2007: 13）。簡言之，社會企業與一般企

業同樣追求營利與永續經營，但社會企業在追求營利的同時，更著重於關心社會

使命的成長；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同樣追求社會使命的成長，但卻能自給自足，

並追求經濟上的成長。 

  結合上述的內容，本研究透過動機、價值導向、目標對象、社會使命、經濟

目標以及盈餘分配六項指標，將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一般企業之比較，整理

於表2-3。在動機方面，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的成立皆為使命動機，一般企業

則是營利動機。在價值導向方面，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皆追求社會價值的創造，

而一般企業則是追求經濟價值的創造。在目標對象方面，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



2 2  

 

皆為特定對象謀求社會福利，並具有明確的社會公益服務對象，而一般企業則是

為一般消費者提供產品和服務。在社會使命方面，非營利組織以謀求社會福利為

己任；社會企業的成立則是由社會使命所驅動，而一般企業則是將社會使命視為

企業社會責任，唯有在達成經濟目標之後，才會考慮是否行善。在經濟目標方面，

非營利組織不具有商業收入，資金來源主要仰賴外部的補助與捐款；社會企業則

是透過商業收入來支持其社會使命的達成，以自給自足為原則，避免過度依賴外

部的補助和捐款，而一般企業則是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最後，在盈餘分配方面，

非營利組織的盈餘不得分配；社會企業則是僅能有限分配盈餘，以及一般企業是

將盈餘分配給股東。 

 

表2-3：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一般企業之比較 

組織 

項目 
非營利組織 社會企業 一般企業 

動機 使命動機 營利動機 

價值導向 創造社會價值、利他 創造經濟價值、自利 

目標對象 具有明確社會公益服務對象 一般消費者 

社會使命 
以謀求社會福利為己

任。 

成立目的由社會使

命所驅動。 

將社會使命視為企

業社會責任。 

經濟目標 
尋求外部補助與捐

款。 
自給自足 利潤極大化 

盈餘分配 不分配盈餘 有限分配盈餘 分配盈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社會企業的多元利害關係人 

  社會企業的其中一項特徵是具有多元的利害關係人（multi-stakeholder）

（Evers, 2001: 304；Campi, Defourny & Grégoire, 2006: 29）。評估社會企業的可

行性之關鍵在於：社會企業必須和關鍵的利害關係人具有共同的理念，當中包含

社會企業的社會目標／社會使命，以及所欲解決的社會問題（Guclu, Dees & 

Anderson, 2002: 4）。由於社會企業強調的是利害關係人而非股東，故重視民主

參與的決策過程，並採取「一員一票」的制度（OECD, 1999: 11；Campi, Defourny 

& Grégoire, 2006: 36；鄭勝分，2007：67-68）。 

  Freeman（1984: 25）提出組織具有多元利害關係人的概念，將利害關係人定

義為：「任何能夠影響組織目標，或被組織目標所影響的團體或個人」。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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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具有參與決策的權力，為了確保組織能夠達成長期目標，各利害關係

人之間的關係管理和整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組織的利害關係人包含：股東、員

工、顧客、供應商、社群和其他團體（Freeman & McVea, 2001: 10）。Jones（1995）

認為，利害關係人可分為兩大類型：內部利害關係人（inside stakeholders）與外

部利害關係人（outside stakeholders），前者包含：股東、經理、員工，這些內

部利害關係人掌握了組織的資源；後者則包含：顧客、供應商、政府、工會、在

地的社群，以及一般民眾，雖然這些外部利害關係人並非組織的所有人，亦不是

組織的員工，卻享有組織的利益。Brickson（2007: 866）說明，各利害關係人與

組織之間呈現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他同樣將組織的利害關係人分為內部利害關

係人與外部利害關係人兩種類型，前者是指組織內部的成員；後者則包含：顧客、

供應商、競爭者，以及非營利組織。 

  就社會企業而言，Dees（1998）認為，社會企業的主要利害關係人包含：受

益者、資金捐款者、資金補助者、志工、員工，以及供應商，其中供應商還可再

細分為給予特定折扣的供應商、捐贈物品的供應商和全額捐助的供應商三種類型。

社會企業強調高度的自主性，組織的管理、所有權結構是以利害關係人的參與為

標準，社會企業的利害關係人包含：員工、使用者、顧客、在地的社群組織、社

會企業的投資者，以及具有控制權的受託人和董事（Tsai & Li, 2008: 7）。另外，

學者指出，社會企業重視與各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合作，這些關鍵的利害關係人包

含：社會企業的服務對象（例如：貧窮和被邊緣化的人士）；各種經濟、技術和

政策的資源提供者；員工，以及社會企業的目標對象（Alvord, Brown & Letts, 2002: 

16-17）。相關研究指出，社會企業所發揮的影響力，有賴於其與關鍵利害關係

人之間的溝通、說服策略，這些利害關係人包含：社會公益的受惠對象、志工、

員工、消費者、捐款者與資金提供者（Bloom & Chatterji, 2009: 118）。 

  Alvord, Brown, & Letts（2002: 3-4）將社會企業分為三種類型，並說明社會

企業與利害關係人的外部關係之建立，主要依據社會企業的類型而各異，此三種

類型分別為：一是透過在地的建設，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企業；二是為解決社會

問題和提供成套措施的社會企業；以及三是促成在地行動的社會企業，其中，透

過在地的建設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企業，重視與在地成員和資源提供者的關係；

提供成套措施的社會企業，則重視與使用者和宣傳者的關係；而促成在地行動的

社會企業，較重視與成員、員工和目標對象的關係（Alvord, Brown & Letts, 2002: 

16-17）。 

  就組織的多元利害關係人所發揮之功能來看，學者指出，社會企業具有多元

利害關係人的特性主要發揮了以下五項功能：一是透過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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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和捐款者）為社會企業注入豐富的資源。二是內部的需求能夠與外部環

境連結，有利於和顧客及非營利組織建立關係。三是透過與政府部門、使用者和

非營利組織建立關係，能減少外部環境的限制。四是多元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決

策，能作為平衡多重目標的手段。五是社會企業基於與多元利害關係人共同享有

一個目標和價值觀而成立，因此能夠避免一般企業所面臨的利益衝突（Campi, 

Defourny & Grégoire, 2006: 41-42）。 

  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將社會企業的利害關係人區分為兩大類型：一是「組

織內部利害關係人」；二是「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社會企業的「組織內部利

害關係人」包含：股東、董事；管理階層以及一般員工，其中，股東、董事是指

掌握社會企業組織內部的資源，且具有控制權及享有利益的內部成員；管理階層

則是社會企業的領導者（如：經理人），以及社會企業的員工是由自願性的「志

工」以及領全額薪資的「正職員工」所組成。 

  社會企業的「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則可再細分為三大類型：「社會公益對

象」、「資源提供者」（含：捐助、補助或投資者）以及「消費者」。首先，「社

會公益對象」是指，社會企業特定的社會服務對象或目標對象，如：貧窮或被邊

緣化的人士（Alvord, Brown & Letts, 2002）。其次，社會企業強調具有營收及達

成經濟上的獨立自主，並接受外來的資金捐助、補助和投資，這些提供資金捐助、

補助和投資的個人或團體，可被視為社會企業重要的「資源提供者」，來源包含：

政府、非營利組織、在地的社群或一般民眾，以及供應商。舉例來說，政府所制

訂的相關政策將影響社會企業的運作，因此成為社會企業可能的資金捐助、補助

及投資者；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皆為重視社會目標的組織，因而有機會發展為

聯盟、互助之關係；社會企業往往深入社會底層，為在地社區提供服務，因此必

須與所服務的在地社群和一般民眾保持緊密連繫；社會企業的供應商可分為給予

特定折扣的供應商、捐贈物品的供應商，及全額捐助的供應商三種類型，這些供

應商為社會企業提供低於市場價格的原物料，降低社會企業營運所需的資金

（Dees, 1998；Alvord, Brown & Letts, 2002；Campi, Defourny & Grégoire, 2006）。

最後，由於社會企業從事市場上的經濟活動，直接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因此重

視與消費者、顧客和使用者的關係。 

  表2-4為本研究對於社會企業利害關係人的分類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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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本研究對社會企業利害關係人的分類 

社會企業組織內部

利害關係人 

（一）股東、董事：掌握社會企業組織內部的資源，且具

有控制權及享有利益。 

（二）管理階層：社會企業的領導者，如：經理人。 

（三）一般員工：社會企業的員工包含自願性的「志工」

以及領全額薪資的「正職員工」。 

社會企業組織外部

利害關係人 

（一）社會公益對象 
社會企業特定的社會服務對象，

如：貧窮和被邊緣化的人士。 

（二）資源提供者：

捐助、補助或投資者 

社會企業具有營收，並在經濟上獨

立自主，接受外來的資源捐助、補

助和投資，包含： 

1. 政府：政府所制訂的相關政策

將影響社會企業的運作，成為

社會企業可能的資金捐助、補

助及投資者。 

2. 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與社

會企業皆為重視社會目標的組

織，因而有機會發展為聯盟、

互助之關係。 

3. 在地的社群、一般民眾：社會

企業往往深入社會底層，為在

地社區提供服務，因此必須與

所服務的在地社群和一般民眾

保持緊密連繫。 

4. 供應商：在社會企業營運過程

中提供各項所需原物料的單

位，可分為給予特定折扣、捐

贈物品，及全額捐助的供應商。 

（三）消費者 

社會企業從事市場上的經濟活動，

直接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重視與

顧客、消費者和使用者的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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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企業型媒體 

  此部分依循前述關於「社會企業」的文獻整理，針對「社會企業型媒體」進

行明確的定義以及相關案例的介紹。 

 

（一） 社會企業型媒體的定義 

  Lavine & Wackman（1988）將媒體視為產製資訊的公司，說明媒介產品的

產製與銷售是經過「訊息的集結」、「訊息的開發」、「訊息的生產」以及「訊

息的傳播」四個過程，並且強調媒體具有雙元市場的特性，即閱聽人市場與廣告

主市場，以進一步區分媒體與一般企業的差異。McManus（1994: 4-5）提出「市

場導向新聞學」的概念，說明市場導向是以市場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他認為，

由於新聞傳播產業同時在四個市場當中運作（閱聽眾市場、股票市場、廣告市場

與消息來源市場），故新聞傳播產業的核心實為「市場」邏輯，倘若四個市場皆

運作妥當，新聞將會是最好的產品。 

  然而，「市場導向新聞學」存在著矛盾和缺失，主要可分為三方面：「商業

邏輯與新聞邏輯的矛盾」、「選擇新聞資訊或娛樂的矛盾」及「閱聽眾為公民或

是消費者的矛盾」（蘇蘅、牛隆光、黃美燕、趙曉南，2000：9-13）。為避免「市

場導向」矛盾和缺失，媒體組織作為生產內容的文化產業，應重視新聞自由的基

本價值，在追求成長和利潤的同時，必須為公共利益服務、善盡媒體社會責任，

這也成為了媒體組織與其他企業最大的差異（谷玲玲，2003）。 

  Lavine & Wackman（1988）認為，媒體產業有別於一般企業，具有獨特的性

質，可分別從五個方面來說明：一是媒介產品的本質（nature of the product），

即媒體產製資訊的形式，像是新聞、娛樂和說服性的資訊，由於媒介產品講求時

效性，因此必須不斷地產製最新的內容。二是員工的特質（types of employees），

即員工是媒體組織最有價值的資產，媒介組織的員工必須符合高教育程度、專業、

勤奮，以及富有創意等條件。三是媒體組織特殊的組織因素（special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media companies），即媒體組織的彈性化和水平結構，能更有效率地達

成組織目標。四是媒體組織的社會責任（media’s unique role in society），即媒體

必須滿足一般大眾的期待，建立可信度與信任感，而新聞工作者必須遵循新聞倫

理規範與工作守則。五是與傳統媒體的界線日益模糊（blurring of lines between 

traditional media），即新科技的發展，滿足了人們對於資訊的需求，使得傳統區

分媒體的方式漸漸失去適用性。 

  另外，Ferguson（1997）認為，媒體有別於一般企業之處在於：媒體產業往

往超乎人們的想像；媒體產業是一個高度透明的產業；媒體產業在一般消費者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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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認為是缺乏專業的；媒體產業富有創意性，以及媒體產業是一個守門的網絡。

Baker（2002: 8-14）則認為，新聞媒體所產製的「商品」具有四種特性：一是「公

共財」；二是顯著的「正面或負面外部性」；三是新聞商品具有雙元市場，即媒

體組織將新聞商品賣給閱聽人，同時又將閱聽人賣給廣告主，以及四是新聞「商

品」的消費者，並非僅在選擇自己偏好的新聞商品，而是在消費的同時，形塑自

己對新聞商品的偏好，並影響對新聞商品所報導或評論之人事物的偏好。Picard

（2004: 109）也強調，新聞傳播產業具有「商業性」和「社會性」兩大面向，在

「商業性」方面，主要透過廣告，促進消費和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為媒體所有

者創造經濟上的收益；在「社會性」方面，則著重於傳遞關於最新社會議題的資

訊。 

  綜合而言，本研究針對社會企業型媒體的定義，是源自於社會企業的定義，

並納入上述關於媒體組織的特性一併考慮。根據本研究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聚

集一群具有相同理念的個人自願性成立，具有明確的社會公益對象，可解決社會

問題和產生公共利益的組織，其透過商業手段從事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乃為了

達成組織的社會目標或社會使命」，社會企業必須滿足四項條件：一是由一群公

民自願性成立；二是具有明確的社會公益對象；三是具有明確所欲解決的社會問

題（社會目標）；四是提供某種產品或服務（經濟目標）。值得注意的是，當媒

體組織摒棄商業、非營利發展途徑，而選擇以社會企業模式營運時，其除了掌握

社會企業的經營特質外，還必須兼具媒體組織的特性：滿足一般大眾的期待、建

立可信度與信任感、遵循新聞倫理規範與工作守則、為公共利益服務，以及善盡

社會責任（Lavine & Wackman, 1988；谷玲玲，2003）。 

  本研究根據以上的定義與說明，以及國內外針對社會企業型媒體的相關文獻，

界定出國外目前採取社會企業模式營運的媒體，包括：The Big Issue、

NeighborWebSJ社會企業，以及Port Talbot Magnet新聞網站；台灣的社會企業型

媒體案例則包含：《四方報》、《大誌雜誌》，以及上下游News & Market新聞

市集。 

 

（二） 國外社會企業型媒體案例 

  此部分從成立時間、成立動機、社會目標、經濟目標和產品內容，介紹國外

社會企業型媒體案例，分別為：The Big Issue、NeighborWebSJ社會企業，以及

Port Talbot Magnet新聞網站。 

 

1. The Big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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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說明英國The Big Issue雜誌的成立時間與成立動機。英國The Big Issue

雜誌於1991年由Gordon Roddick與John A. Bird共同創辦（The Big Issue, 2013）。

英國The Big Issue雜誌成立的動機，是源自Gordon Roddick在旅居紐約時，對透

過街友負責販售的街頭報紙－－Street News，印象深刻，而在回到英國之後，邀

請自幼流浪街頭和擁有印刷業經驗的John A. Bird，一起創辦英國The Big Issue雜

誌（陳明輝，2010：85）。 

  其次，闡明英國The Big Issue雜誌的社會目標與經濟目標。英國The Big Issue

雜誌的社會目標為：幫助街友賺取合理的營收，讓街友能夠幫助自己（help them 

to help themselves）（The Big Issue, 2013）。在經濟目標方面，英國The Big Issue

雜誌的收入來源為發行收入及廣告營收。在發行收入方面，將售價每本2.5英鎊

的雜誌收入與販售者進行五五分帳，換言之，街友每賣出一本雜誌，就能獲得1.25

英鎊的收入（The Big Issue, 2013）。隨後，英國The Big Issue雜誌成立了The Big 

Issue基金會（The Big Issue Foundation），是一個合法註冊的慈善機構，目的在

於透過自願性的捐款，提供街友更進一步的住房、健康、財務和願景的諮詢及轉

介服務（The Big Issue, 2013）。 

  最後，在產品內容方面，英國The Big Issue雜誌積極產製獨立新聞，並以超

級巨星的獨家採訪而聞名，目前發行量每週超過105,000份，並將編採獨立的不

同版本形式授權，推廣至日本、澳洲、韓國、肯亞、馬拉威和台灣（The Big Issue, 

2013）。 

 

2. NeighborWebSJ 

  首先，說明NeighborWebSJ社會企業的成立時間與成立動機。NeighborWebSJ

社會企業成立於2009年。2007年，美國記者Janice Rombeck遭到Mercury News裁

員，而後在媒體改革基金會（Knight Foundation）的贊助下，於兩年後創辦

NeighborWebSJ社會企業，標榜不同以往的編輯與商業模式，混合傳統廣告營收

和媒體改革資金，填補傳統商業媒體所造成的資訊落差和缺乏重視的社會議題之

漏洞（Smith, 2012: 23-24）。 

  其次，闡明NeighborWebSJ社會企業的社會目標與經濟目標。NeighborWebSJ

的社會目標為：透過提供即時性的新聞，促進在地居民和政府部門之間的相互連

結，以提升公民對於公共議題的參與程度（NeighborWebSJ, 2011）。在經濟目

標方面，NeighborWebSJ的資金來源主要為媒體改革基金會的贊助，其收入來源

則為廣告營收（NeighborWebSJ, 2011）。 

  最後，在產品內容方面，NeighborWebSJ社會企業將自身定位成一個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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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網站，其內容主要涵蓋：深度報導、新聞背景解釋、具監督性質的新聞企劃，

以及深入社會底層的社區報導等（NeighborWebSJ, 2011；Smith, 2012: 23-24）。 

 

3. Port Talbot Magnet 

  首先，說明Port Talbot Magnet新聞網站的成立時間與成立動機。2010年，

Local News South Wales Ltd社會企業成立Port Talbot Magnet新聞網站，並於2011

年4月份重建品牌形象，不以營利極大化為目標，強調專業、道德與政治中立等

特質（Port Talbot Magnet, 2011）。Port Talbot Magnet新聞網站主要提供地方新

聞和資訊，聚焦在開發一個提供地方新聞的網站，以形成一個連結地方新聞的社

群網絡，並提供在地群眾相關服務和研究、寫作、攝影與科技技術的學習機會

（Port Talbot Magnet, 2011）。 

  其次，闡明Port Talbot Magnet新聞網站的社會目標與經濟目標。Port Talbot 

Magnet新聞網站的社會目標為：形成一個連結地方新聞的社群網絡，致力於為社

區居民服務，提供研究、寫作、攝影與科技技術的學習機會（Port Talbot Magnet, 

2011）。在經濟目標方面，Port Talbot Magnet新聞網站的收入與資金來源主要為：

廣告營收、個人的小額捐助，以及企業組織的贊助（Port Talbot Magnet, 2011）。 

  最後，在產品內容方面，Port Talbot Magnet主要提供地方新聞，是一個政治

中立的新聞網站，內容涵蓋：地方／學校單位資訊、犯罪、政治、商業、環境、

休閒娛樂、社區和健康福利等新聞，主要由組織內部的20位成員負責新聞內容的

產製，其中包含8位專業記者（Port Talbot Magnet, 2011）。 

  綜合上述內容，本研究將國外社會企業型媒體案例整理於表2-5。 

 

表2-5：國外社會企業型媒體案例 

國外案例 國家 類型 內容 

The Big Issue 英國 平面雜誌 國際時事、社會議題、藝文與娛樂。 

NeighborWebSJ 美國 網路平台 深度報導、新聞背景解釋與社區報導。 

Port Talbot Magnet 英國 網路平台 
政治、商業、環境、休閒娛樂、社區

與健康福利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國內社會企業型媒體案例 

  此部分從成立時間、成立動機、社會目標、經濟目標與產品內容，介紹國內

社會企業型媒體案例，包括：《四方報》、《大誌雜誌》，以及上下游News &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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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市集。 

 

1. 四方報 

  首先，說明《四方報》的成立時間與成立動機。《四方報》成立於2006年，

為全台灣唯一以越文為主、中文為輔的定期刊物（越南四方網，2009）。2008

年，泰文版《四方報》出刊，2011年，更創柬埔寨文、菲律賓文、印尼文版，加

上前述越文、泰文版，總共出版了五國語言的平面報紙（越南四方網，2009；梁

瓊丹，2013a：192）。論及《四方報》的成立動機，源自創辦人成露茜體認到台

灣社會對新移民、工不夠友善，以及無法提供足夠的閱讀材料作為這些弱勢接收

資訊和發聲的管道，因此，創辦《四方報》，積極實踐「讓弱勢發聲」的理想（張

正，2012.09.10）。 

  其次，闡明《四方報》的社會目標與經濟目標。《四方報》的社會目標為：

衝撞主流媒體長期對於新移民、工的刻板報導角度，致力於讓弱勢發聲（越南四

方網，2009）。在社會目標的實踐方面，《四方報》的成立是為了解決兩項社會

問題：一是新移民、工離鄉背井，長期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二是新移民、工面

臨資訊不對等的社會現況，前述兩項難題使得新移民、工長期被拒絕於社會權益

保障之外，缺乏獲得資訊與發聲的管道（梁瓊丹，2013a：212）。在經濟目標方

面，《四方報》的創辦人成露茜，以個人名義出資50萬，開辦此移民媒體平台，

自2006年開辦兩年後達成損益平衡，主要透過發行報紙與販售廣告版面來賺取營

收，另外，「簡訊交友系統」更成為額外的收入來源，使得《四方報》得以在經

濟上達成獨立自主、自給自足的狀態（梁瓊丹，2013a：193-201）。 

  最後，在產品內容方面，《四方報》將自身定位為：異鄉人的好朋友，內容

主要包含：評論、新聞、法律、急難救助、文化、讀者交流和婚姻與愛情等（越

南四方網，2009；梁瓊丹，2013a：190-213）。 

 

2. 大誌雜誌 

  首先，說明《大誌雜誌》的成立時間與成立動機。《大誌雜誌》源於英國的

The Big Issue雜誌，1991年在英國倫敦創刊，透過無家可歸的「街友」（homeless）

作為主要販售通路，創造「街友」的就業機會，使他們重獲生活主導權（台灣大

誌雜誌網站，2010；梁瓊丹，2013c：216）。台灣版的《大誌雜誌》於2010年4

月1日創刊、發行，創辦人李取中在閱讀有關The Big Issue雜誌的報導後，深受啟

發，期望此種透過社會企業模式運作的文化媒體，亦能夠在台北街頭出現，於是，

他前往位於英國的The Big Issue雜誌總部提案，並成功取得授權，隨即創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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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文創志業」，並成功發行台灣版的《大誌雜誌》（台灣大誌雜誌網站，2010；

梁瓊丹，2013c：217-219）。 

  其次，闡明《大誌雜誌》的社會目標與經濟目標。《大誌雜誌》的社會目標

為：提供無家可歸者與社會弱勢一個工作機會，讓他們能透過銷售雜誌，賺取穩

定的收入（台灣大誌雜誌網站，2010；梁瓊丹，2013c：233）。在社會目標的實

踐方面，《大誌雜誌》的成立，是為了解決兩項社會問題：一是街友因缺乏文化、

社會資本，或遭受產業鉅變、生命變故，而長期處於不穩定的經濟底層；二是街

友面臨主流商業機制的偏見與歧視，而被排除在一般職場之外，欠缺重新融入社

會與人群的管道（梁瓊丹，2013c：232）。在經濟目標方面，《大誌雜誌》自2010

年4月1日創刊一年後，達成損益平衡。《大誌雜誌》的財務運作與英國The Big Issue

雜誌相同，採五五分帳制度，即以每本訂價台幣一百元進行販售，其中，販售者

批價五十元，另外五十元則為販售勞務所得，以透過「批售關係」取代「聘僱關

係」的模式，賺取發行與廣告收入，並協助販售雜誌者獲得穩定的收入（梁瓊丹，

2013c：217-228）。《大誌雜誌》以大台北捷運站出口，作為主要販售據點，每

月發行量達三萬份（梁瓊丹，2013c：223-225）。 

  最後，在產品內容方面，《大誌雜誌》為月刊型雜誌，鎖定年齡層介於20

至35歲的讀者，內容涵蓋：商業科技、藝文設計與環境永續等（梁瓊丹，2013c：

220-233）。《大誌雜誌》為提供第一手的觀察、國際短評、時代趨勢與生活體

驗，廣納旅居美洲、歐洲、日本和台灣，近二十位各具專業背景的作者，共同提

供內容，企圖型塑出新世代獨特的閱讀視角（梁瓊丹，2013c：220）。《大誌雜

誌》簡潔的排版風格、多元的主題，以及深受年輕族群喜愛的歌手作為主題封面

的設計，展現了《大誌雜誌》的產品創新手法（梁瓊丹，2013c：220-221）。 

 

3. 上下游News & Market新聞市集 

  首先，說明上下游News & Market新聞市集的成立時間與成立動機。上下游

News & Market新聞市集於2012年9月，由汪文豪、莊惠宜、馮小非、蕭名宏、蔣

慧仙和楊偉林共同創立，六位創辦人分別來自媒體專業、農業耕作、生產製造、

編輯採訪、網路科技和工藝創作等領域（上下游News & Market網站，2012）。

上下游News & Market新聞市集的成立動機，出自於創辦人馮小非等人，目睹飽

受2011年莫拉克颱風波及的高雄桃源區農民，面臨家園遭颱風嚴重損毀，農產品

價格每況愈下的痛苦，而萌起以紅肉李作為主題，進行產品開發的念頭，並希望

喚醒人們對於「友善土地」的關注，讓「友善土地」的食物與生活方式能夠永續

（梁瓊丹，2013b：96-97）。因此，馮小非等人創辦全台灣第一個以「食物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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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主題的專業網站，實踐農產品的友善開發，以及刺激農產品的消費，（梁

瓊丹，2013b：117）。 

  其次，闡明上下游News & Market新聞市集的社會目標與經濟目標。有鑑於

台灣資源與訊息壟斷且分配不均、農業產銷失衡，以及欠缺生產與消費者的溝通

平台（梁瓊丹，2013b：99），上下游News & Market新聞市集致力於建立一個關

注農業、食物與環境等友善土地議題的網站，以彌補主流媒體對於食物與農業議

題內容的缺口（上下游News & Market網站，2012）。在社會目標的實踐方面，

上下游News & Market新聞市集的成立是為了解決兩項社會問題：一是面臨國外

低廉農產品大量入侵台灣，以及在地友善農耕的作物無法進入產銷體系，所引起

的農業危機；二是媒體公信力的危機，此點主要歸因於台灣傳播環境充斥著新聞

商品化、業配新聞與置入性行銷，重挫新聞專業，進而影響新聞訊息的獨立性與

公正性（梁瓊丹，2013b：116）。在經濟目標方面，上下游News & Market新聞

市集自2012年9月成立一年後達成損益平衡（梁瓊丹，2013b：108）。上下游News 

& Market新聞市集由「新聞」與「市集」兩個主體所組成，主要透過「市集營收」，

即產品開發的收入，以及「新聞營收」，即以一年三百元的閱讀訂閱付費機制的

「共同辦報人」制度，作為主要的營收來源（梁瓊丹，2013b：101-106）。另外，

上下游News & Market新聞市集不接受廣告、業配新聞與置入性行銷，積極打造

獨立客觀的形象，維護經濟上的獨立自主與平台的運作（上下游News & Market

網站，2012）。 

  最後，在產品內容方面，上下游News & Market新聞市集於2011年，以紅肉

李和小麥，做為主要的產品，並持續開發其他的農產品、提供每日更新的農業新

聞，以及提供台灣各地友善農耕的產品資訊，藉以連結上游的生產者與下游的消

費者（許采竹，2012）。就農產品而言，上下游News & Market新聞市集逆向開

發無不當添加物與無毒產品，延長生鮮的利用價值，填補現有市場的空缺選項；

就新聞內容而言，議題涵蓋：食品安全、糧食自主、種籽保存等，並將這些議題

與友善耕作連結（梁瓊丹，2013b：116）。 

  綜合上述的內容，本研究將國內社會企業型媒體案例的創辦人、成立時間、

成立動機、社會目標、經濟目標、社會公益服務對象，以及媒體類型，整理於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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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國內社會企業型媒體案例 

  媒體 

項目 
四方報 大誌雜誌 上下游新聞市集 

創辦人 成露茜 李取中 

汪文豪、莊惠宜、馮

小非、蕭名宏、蔣慧

仙和楊偉林。 

成立時間 

2006年，成立越文版；

2008年，成立泰文版；

及2011年，成立印尼、

菲律賓和柬埔寨文版。 

2010 年 4 月 1 日創

刊、發行。 
2012年成立。 

成立動機 

對於台灣社會新移民、

工缺乏發聲管道的體

認。 

創辦人在閱讀有關

The Big Issue雜誌的

報導後深受啟發，期

望此種文化媒體也

能在台北街頭出現。 

希望協助飽受2011

年莫拉克颱風波及

的高雄桃源區農

民，脫離家園遭颱風

嚴重損毀、農產品價

格每況愈下的痛苦。 

社會目標 

衝撞主流媒體長期對於

新移民、工的刻板報導

角度，讓弱勢發聲。 

為街友創造就業機

會、重獲生活的主導

權。 

推動農業、食物與環

境等友善土地議題

的網站，以彌補主流

媒體對於食物與農

業議題內容的缺口。 

經濟目標 

透過發行、廣告，及「簡

訊交友系統」賺取營

收。 

財務運作採五五分

帳制度，即以每本訂

價台幣一百元進行

販售，其中販售者批

價五十元，另外五十

元則為販售勞務所

得，賺取發行與廣告

收入。 

透過「市集營收」，

即產品開發的收

入，以及「新聞營

收」，即以一年三百

元的閱讀訂閱付費

機制的「共同辦報

人」制度，作為主要

的營收來源。 

社會公益

服務對象 
新移民、工 街友 農民 

媒體類型 平面報紙 平面雜誌 新聞網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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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資本理論 

  本節首先說明社會資本的定義與內涵，接著，說明本論文的社會資本分析架

構。 

 

一、 社會資本的定義與內涵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近 20 年來，社會科學中發展最蓬勃的理論

概念之一。然而，文獻上對於社會資本的定義，過於多樣、過份有彈性，一般來

說，比較有共識的社會資本概念指涉「社會性、社會網絡，以及社會支持、信任、

互惠、社區和市民參與」（傅仰止，2005：169）。 

  Field（2003: 1）一語道破社會資本的核心內涵：「社會資本是探討關係的問

題」（relationships matter），說明藉由與他人的關係，能促進合作，甚至完成無

法單靠個人達成的目標。社會資本作為一種資源、優勢，其來源是身旁的「他人」

（others），而不是行動者本身，也因此，要擁有此種資源或享有優勢，個人必

須與他人建立關係（Portes, 1998: 7）。換句話說，社會資本理論將人際關係所構

成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視為一種資源，此「社會網絡」提供了合

作的基礎，不僅協助個人取得資源與優勢，亦有助於增強社會的凝聚力（Field, 

2003: 12）。「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是相輔相成的，前者是探討社會關係

結構的理論概念；後者則是一種印證和研究此種理論概念的「工具」或是「方法」

（Scott, 1991: 37）。 

  社會資本的歷史，可分為醞釀期、初創期、紮根期和成長期四個階段。醞釀

期（十八世紀至 1910 年代）為蘇格蘭啟蒙哲學家開始強調人類相互義務的精神

和公民社會的理念；初創期（1916 至 1980 年代）主要是 Hanifan 首創「社會資

本」一詞，提倡更新社區對民主與發展的重要性；紮根期則由 Bourdieu、Coleman

和 Putnam 奠立社會資本理論基礎，以及成長期（1995 至今），則是社會資本普

遍被運用於跨國實證研究，並獲得國際組織的支持（民主治理與社會資本：台灣

公民信任實證研究，2004，轉引自陳欽春、江明修，2005：97-104）。社會資本

的研究之所以興起，是因為其對於民主鞏固、經濟發展、公民社會建構及解決行

動的困境等皆能發揮功效（江明修、鄭勝分，2004：37）。 

  隨著 1980 年代晚期及 1990 年代早期，Bourdieu、Coleman 和 Putnam 的著

作問世後，社會資本被廣泛使用，指涉有助於個人與社群之間相互合作的「社會

網絡」、「規範」及「約束力量」（Halpern, 2005／黃克先、黃惠茹譯，2008：

37）。Portes（1998: 7）認為，社會資本存在於關係結構（structure of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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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個人必須與「他人」（others）建立關係，以擁有社會資本此種資源或享

有優勢。Portes（1998: 2-3）提出，社會資本源自於：一是「社交性」（sociability）

所帶來的正面結果；二是非貨幣性（nonmonetary）的資源形式，使得社會資本

成為了以較低經濟成本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Fukuyama（2001: 7）則將社會資

本定義為：「一種非正式的規範，它能夠促進個人之間的合作」。他認為，社會

資本包含三大元素：信任（trust）、網絡（networks），以及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其中，能夠促成團體間合作的規範，才能構成社會資本，例如：誠信、守承諾、

有責任感和互惠等（Fukuyama，2001: 7-8）。Halpern（2005: 9-11）則說明，組

成社會資本的元素包含：網絡（network）；由群體內成員所共享的規範、價值

觀與期待（norms, values and expectancies），以及有助於維持規範及網絡的約束

力量（sanctions），即懲罰和獎勵，前述三項元素可用來分析任何一種社群或網

絡。王中天（2003：142）整理社會資本的概念、源起及現況，提出社會資本的

四項意涵：一是社會資本是一種蘊含在社會關係內，可被運用的資源。二是社會

資本可以協助社會網絡中的成員完成某些行動。三是社會資本包含道德和工具性

的成分，網絡中的規範和義務基本上組成了其道德成分，而運用社會資本的道德

成分，以達到某些利己的目的或是以其他型態的資本投資於社會資本，則構成其

工具性的成分。四是社會資本不僅適用於個人，也可被運用在社會或國家等總體

現象當中。 

  就分析層次而言，社會資本可從「鉅觀」和「微觀」兩種視角來探討，「鉅

觀」視角聚焦於「團體層次」（group level），將社會資本視為集體共享的資本，

說明團體中的成員維持集體的資產，是為了促進團體成員的集體福祉，是一種由

特定團體，有著明確的界線、交換義務與相互認同的成員所共享的集體資產，

Bourdieu、Coleman 和 Putnam 對於社會資本的論述，均採「鉅觀」視角。「微

觀」視角則聚焦於「個人層次」（individuals），將社會資本視為個人的投資，

說明個人在社會關係中進行投資，是為了獲得鑲嵌於關係之中的資源，並藉此獲

得回報，Burt、Lin 和 Granovetter 是社會資本「微觀」視角的代表人物（Lin, 2001: 

21-22）。 

 

（一） 社會資本的鉅觀視角：團體共享 

  紮根期的代表人物，Bourdieu、Coleman 和 Putnam，不僅奠定社會資本的理

論基礎（民主治理與社會資本：台灣公民信任實證研究，2004，轉引自陳欽春、

江明修，2005：101），他們針對社會資本的定義，亦最廣為被引用（王中天，

2003：140）。Bourdieu（1986: 422）認為，「人們是透過各種資本及其形式來



3 6  

 

了解社會、世界，經濟資本絕非唯一的資本形式」。對 Bourdieu 而言，社會資

本是指：「既有或潛在的資源總和，此種資源是源自於擁有一種長期穩定的網絡

關係，此種網絡關係是由或多或少經過制度化過程，以及相互熟識或認同的關係

所構成」，是成員之間集體擁有的資本，且可以讓內部成員去運用（Bourdieu, 1986: 

248-249）。Bourdieu 進一步說明，人們擁有不同程度的社會資本是取決於兩項

因素：一是視其所能有效動員之網絡關係的總量；另一則是該網絡成員所擁有的

其他形式資本之數量，包括文化、社會和經濟資本（Bourdieu, 1986: 249；王中

天，2003：141）。Bourdieu（1986: 252）從「功能性」的觀點，說明特權階級

／菁英透過社會資本，得以維持和再製權勢地位。不過，此種將社會資本視為菁

英階級的財產與保障權勢地位之說法，遭受到不少學者的批判（Field, 2003: 17）。 

  Coleman（1988: 98）則透過「理性行為」（rational action）的觀點來建構其

社會資本理論，他認為：「每個行動者都是理性的個體，且掌握某種資源，並希

望藉此資源達到行動的目地」。Coleman（1988: 100-101）說明，社會資本有別

於有形的物質資本與無形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是存在於人際關係之中，能夠促

進生產活動。Coleman 針對社會資本的定義，是以社會資本的「功能」為核心，

他定義，「社會資本不是單一的實體，而是指涉許多不同的實體，這些實體具有

兩項共同的特徵：一是社會資本包含社會結構的某些面向；二是社會資本能夠促

使社會結構中的個人從事某些行動」（Coleman, 1988: 98, 1990: 302）。對 Coleman

而言，社會資本存在於人際關係（relations among persons）之中，能促進生產活

動（productive activity），舉例來說，一個具有高度信任感並彼此信任的團隊，

會比一個缺乏信任感的團隊達成更多目標（Coleman，1988: 100-101）。換言之，

「信任」存在於人際關係之中，個人所擁有的社會網絡性質之差異，將影響網絡

中的人際關係（Coleman，1988: 100；陳欽春、江明修，2005：102）。Coleman

聚焦於社會資本的「功能」，他認為，社會資本能幫助社會結構中的行動者或團

體中的成員，藉由社會關係獲取資源與達成特定目標（Coleman, 1988: 98）。

Coleman（1990: 306-313）更進一步提出社會資本的五種內涵，包含：「信任」

（trust），指社會環境中的信任程度；「義務與期待」（obligations and expectations），

指甲對乙付出，並相信將來會獲得乙的回報，這就構成了甲的期待與乙的義務；

「資訊管道」（information channels），指的是行動者維持社會關係的目的，是

為了獲取資訊；「社會規範」（social norms），指的是個人放棄自身利益而依循

社會整體利益的行動，以及「權威關係」（authority relations），指的是個人被

賦予控制他人行動的權力。 

  Bourdieu 和 Coleman 對於社會資本的論述，說明了封閉網絡能夠讓團體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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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生產集體的資本（Lin, 2001: 23），有別於 Bourdieu 和 Coleman 從功能觀點

建構社會資本理論的成就，Putnam 則是將社會資本的概念加以推廣（陳欽春、

江明修，2005：102）。Putnam（1995: 666）用 Bowling Alone 一詞，描述美國

社會資本衰退的現象，指出公民參與能夠為整體社會帶來助益。Putnam（1995: 

664-665）站在公民參與的角度，認為社會資本實由「信任」、「規範」和「網

絡」所構成，能讓參與者更有效率地一起行動，以達成集體共享的目標，換句話

說，社會資本不是個人的資產，而是社會整體的資產，並有利於社會集體的行動。

Putnam 所謂的「信任」，是指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社會信任；「規範」，則等

同於回報的觀念，以及「網絡」關注的是自願性民間社團的網絡，他認為，一個

公民參與非常熱絡的社會，將發展出較高的人際信任，此種信任感可被視為重要

的社會資產（王中天，2003：142-153）。 

 

（二） 社會資本的微觀視角：個人投資 

  Burt 提出「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理論，根據「結構洞」理論的觀點，

在社會結構中占據「橋梁」（broker）位置的個人，能夠享有控制資訊的優勢，

並將兩群毫無聯繫的團體連結在一起（Burt, 1997: 340）。Burt（2005: 4）認為，

「結構洞」是在訊息傳遞上佔據優勢的網絡結構，他定義，「個人藉由在結構關

係中的位置，所創造的優勢，即稱為社會資本」。進一步來說，一個非正式的組

織，是由社會群體或團體所構成，當個人在另一個團體中結識了朋友，即會產生

所謂的「橋梁關係」（bridge relations），促進兩個團體間資訊的流通，可被視

為社會結構中所蘊含的社會資本（Burt, 2005: 55）。 

  另一位採取微觀視角來理解社會資本的華裔學者 Lin（2001: 19）則將社會

資本定義為：「個人在社會關係中進行投資，以期能夠帶來市場上的回報」，他

認為，個體之間的關係是構成社會資本的基礎，個人運用蘊藏於社會網絡中的資

源，是期望其行動能夠帶來回報。Lin（2001: 19-20）進一步提出，「鑲嵌在社

會網絡中的資源之所以能為行動者產生回報」的四項解釋：第一，社會資本能夠

「促進資訊的流通」（flow of information），在一個不完全的市場中，位處策略

性位置的個人，有機會掌握較多的資訊，而此種資訊能夠減少交易成本，讓個人

享有更優渥的回報。第二，社會資本發揮「影響力」（influence），說明位處策

略性位置的個人，能掌握更有價值的資源與行使更大的權力，甚至影響決策的過

程。第三，社會資本可被視為個人的「社會信用」（social credentials），說明個

人的社會關係，可視為一種社會背書或證明，換句話說，若個人“背後”的組織是

被社會認可的，則得以更有效地透過該社會網絡或關係取得資源。最後，社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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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以「強化」（reinforcement）認同感，說明如果個人被認同是屬於某個社會

團體，則他不僅可得到情感上的支持，也較有機會取得資源。根據前述社會資本

的四項功能，Lin（2001: 24-25）將社會資本的操作型定義界定為：「嵌入於社

會網絡，並能讓行動者去運用的資源」，此操作型定義說明了資源嵌入於社會關

係當中，而資源的取得和運用有賴於個人的行動。根據 Lin（2001: 29）的觀點，

「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網絡」（networks）和「行動者」（actors），

是構成社會資本的三項要素，其中，「資源」可被視為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社

會資本理論的意義在於處理三個問題：一是解釋資源的珍貴性，以及珍貴資源如

何分布於社會中，即資源的結構鑲嵌性；二是說明個別的行動者如何透過互動與

社會網絡來取得資源，以及三是解釋此種資源的取得，如何能產生回報。 

  Granovetter（1973: 1371）透過實證研究，分析人們如何透過社會關係求職，

研究結果顯示，人們在找工作時，很少是從親戚、圈內朋友得到最關鍵的資訊，

而是從比較不熟的朋友，例如：以前的同事、點頭之交等取得重要資訊。據此，

Granovetter（1973: 1376）提出「弱連帶」（weak ties）理論，成為網絡研究和社

會資本的重要論述之一，他認為，人際關係和社會網絡在資訊的傳遞上扮演重要

的角色，而「弱連帶」（指互動較不頻繁或處於不同工作場域中的人）比「強連

帶」（一般指家人、親友等）在獲取資訊上更為重要。Granovetter（1973: 1373）

強調，只有「弱連帶」才會產生兩個不同群體之間的「橋梁」關係，進而促成資

訊的獲取與傳遞，為行動者創造獲取資訊的機會與優勢。 

  綜合而言，由於學者們從各自的研究主體和領域出發，而產生不同關於社會

資本的定義、分析視角與內涵，如表2-7所示。從研究社會企業型媒體的角度出

發，本研究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組織經由與外部利害關係人的互動，建立以信

任為基礎的網絡關係，以利於獲取存在於網絡關係當中所蘊含的資源」。 

 

表 2-7：社會資本的定義、分析層次及構成要素 

學者 社會資本的定義 
分析

層次 

社會資本 

構成要素 

Bourdieu

（1986） 

既有或潛在的資源總和，此種資源是源

自於擁有一種長期穩定的網絡或是關

係，此種網絡是由或多或少經過制度化

的過程，以及相互熟識或認同的關係所

構成。 

鉅觀 網絡關係 

Coleman 社會資本不是單一的實體，而是指涉許 鉅觀 1.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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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多不同的實體，這些實體具有兩項共同

的特徵：一是社會資本包含社會結構的

某些面向；二是社會資本能夠促使社會

結構中的個人從事某些行動。 

2. 義務和期望 

3. 權威關係 

4. 社會規範 

5. 資訊管道 

Putnam

（1995） 

社會資本由「信任」、「規範」和「網

絡」所構成，能讓參與者更有效率地一

起行動，以達成集體共享的目標。 

鉅觀 

1. 信任 

2. 規範 

3. 網絡 

Burt 

（2005） 

個人藉著在結構關係中的位置，所創造

的優勢。 
微觀 人際關係 

Lin 

（2001） 

嵌入於社會網絡的資源投資，並期望能

帶來回報。 
微觀 

1. 結構 

2. 網絡 

3. 行動者 

Granovetter

（1973） 

「弱連帶」是取得機會並形成優勢的重

要資源，足以影響社會的凝聚力。 
微觀 人際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Nahapiet與 Ghoshal的社會資本分析架構 

  Nahapiet & Ghoshal（1998: 244）分析組織的社會資本對於累積知識資本的

影響，並提出一個涵蓋三大面向的社會資本分析架構，此三大面向分別為：一是

「結構面向」（structural dimension），指網絡當中的成員所接觸的對象與接觸

的方式，關注的指標分別為網絡連結、網絡型態，以及組織的適用性；二是「認

知面向」（cognitive dimension），指成員分享資訊的再現、詮釋和意義系統，

關注的指標為共享的語言和符號，以及共享的敘事；三是「關係面向」（relational 

dimension），指成員透過人際關係所創造的資源總和，關注的指標為信任、規

範、義務和期待，以及認同。 

 

（一） 結構面向 

  Nahapiet & Ghoshal（1998: 243-253）認為，社會資本存在於網絡關係之中，

而「網絡」在資訊的接收和傳遞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據此，Nahapiet & Ghoshal

（1998: 251-253）的社會資本結構面向，圍繞著「網絡」的特性，其包含三項指

標，即「網絡關係」（network ties）、「網絡型態」（network configuration）與

「組織的適用性」（appropriabl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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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絡關係 

  Nahapiet & Ghoshal（1998: 252）認為，社會資本涵蓋了人們獲取資訊的管

道，而「網絡關係」則提供了人們近用資訊的機會，即「你認識誰，影響了你能

知道什麼」（“who you know” affects “what you know”），換言之，「網絡關係」

是取得資訊或資源的管道。Burt（1992）提出有效的資訊傳遞形式，主要透過以

下三大方面來達成，第一是在資訊近用（access）方面，「網絡」能提供有效的

資訊篩選，以及讓資訊得以傳遞給網絡中的其他成員，因此，「網絡關係」影響

了人與人之間的知識交換與連結；第二是在獲取資訊的時機（timing）方面，越

早得知的資訊就越有價值，這是因為，預先獲得資訊，就能預先進行調查，甚至

快速地進入市場；以及第三是在資訊的轉介（referrals）方面，指的是網絡中的

成員為其他成員作信譽背書，此種訊息交換的背後存有特定的動機與目的。 

 

2. 網絡型態 

  「網絡型態」具有密度（density）、連結度（connectivity）與階級（hierarchy）

的特性，這些特性會影響資源運用的程度與彈性（Nahapiet & Ghoshal, 1998: 252）。

在「網絡型態」的密度方面，Burt（2005）所提出的「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

理論，可以解釋「網絡型態」密度與社會資本的關係。Burt（2005: 55）認為，

「結構洞」是在訊息傳遞上佔據優勢的網絡結構。具體來說，兩個不同的群體之

間存在著「結構洞」，這是由於此二群體間缺乏緊密聯繫，對於另一個群體的事

務也未參與，因此，兩群人所處的工作環境，以及所獲得的訊息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若有人在兩個不同的團體之間，扮演「橋樑」角色，就能同時得知兩邊的

訊息，也因此享有掌握更多資訊的優勢與機會。換言之，「結構洞」有助於訊息

的傳遞與交流，而佔據「橋樑」位置的人，將能掌控豐富的資訊、享有更大的優

勢和更多的機會（Burt, 2005: 55；羅玉潔、張錦華，2006：210）。 

  在「網絡型態」的連結度方面，可透過 Granovetter（1973）所提出的「弱連

帶」（weak ties）理論來說明。Granovetter（1973: 1376）認為，人際關係和社會

網絡在資訊的傳遞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弱連帶」（指互動較不頻繁或處於不

同工作場域中的人）比「強連帶」（一般指家人、親友等）在獲得資訊上更為重

要。Granovetter（1973: 1373）進一步說明，「弱連帶」是取得機會並形成優勢

的重要資源，足以影響社會凝聚力，舉例來說，當一個人離職而後進入新的工作

場域時，他不僅轉移到另一個新的人際網絡，還會建立舊網絡與新網絡之間的連

結，此種連結有利於個人的發展。Granovetter（1973）的「弱連帶」理論強調，

只有「弱連帶」才會產生兩個不同群體之間的「橋梁」關係，進而促成資訊的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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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與傳遞，為行動者創造獲取資訊的機會與優勢。 

  在「網絡型態」的階級方面，可透過 Lin（2001）所提出的「社會資源」理

論來理解，他認為，個人所擁有的資源與社會地位或社會結構位置有關，行動者

透過所處的社會位置來獲取資源，而社會位置愈高的人，所掌握的資源就愈豐富。

「網絡型態」的階級，關注的是個人在結構的限制下所能獲取的資源，學者認為，

處於「橋樑」位置的人，較容易獲得資源，同時也較有機會藉由操控資訊的流通

而獲得機會和優勢（Granovetter, 1973；Burt, 2005）。  

 

3. 組織的適用性 

  社會資本存在於網絡、規範與信任的脈絡當中，具有從一個社會環境，轉移

到另一個社會環境的特性，足以影響社會的變遷（Nahapiet & Ghoshal, 1998: 253）。

舉例來說，一個人在家庭和宗教環境中所受到的「信任」程度，得以移轉到工作

環境當中；個人的「人際關係」可以運用到其所服務的組織當中，以及個人的社

會資本總和，可以運用於一個組織當中，這即是所謂的「（社會資本於）組織的

適用性」（Nahapiet & Ghoshal, 1998: 253）。Nahapiet & Ghoshal（1998: 253）認

為，此種社會資本於組織中的適用性，提供了組織成員近用資訊和知識的有效網

絡，並透過「認知」和「關係」面向，激發訊息交換和連結的動機。 

 

（二） 認知面向 

  語言、符號和敘事，是人們在進行社會互動時最重要的中介物，Nahapiet & 

Ghoshal（1998: 253）將語言、符號和敘事，視為一種共享的認知，能夠促進知

識資本的創造。Nahapiet & Ghoshal（1998: 253-254）的社會資本認知面向，包含

兩大指標，即「共享的語言和符號」（shared language and codes）和「共享的敘

事」（shared narratives）。 

 

1. 共享的語言和符號 

  Nahapiet & Ghoshal（1998: 253）認為，語言和符號是人們溝通的媒介，人

們透過語言和符號，進行意見的交換、討論和交流，因而產生了「共享的語言和

符號」，能夠促進資訊的交換，成為社會資本重要的一環。 

  語言和符號影響了人們的認知，此種認知形成了人們觀察、詮釋周遭環境的

框架（Nahapiet & Ghoshal, 1998: 253）。當人們進行語言和符號的分享時，就會

形成某種共識，進而促進資訊的交換（Nahapiet & Ghoshal, 1998: 254）。相關研

究也指出，組織所掌握的特定資訊，形成組織內部的資本，包含組織成員本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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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資訊，以及組織成員間所共享的資訊、語言和符號，這些皆能促進組織的

生產力與經濟上的成長（Prescott & Visscher, 1980: 446-457）。 

 

2. 共享的敘事 

  Nahapiet & Ghoshal（1998: 254）認為，「共享的敘事」不僅影響個體和群

體的認知，亦能促進人們進行資訊交換的意願，他們將「共享的敘事」視為「迷

思」、「故事」和「隱喻」，能夠創造和留下某種特殊的意義。根據 Nahapiet & 

Ghoshal（1998: 254）的觀點，認知可分為兩種層次，一是獲取資訊的層次，二

是敘事的層次，前者為創造知識的過程，是基於人們進行合理的分析與提出恰當

的論述；後者則指論述的形式，像是童話故事、迷思和傳說或是隱喻。 

 

（三） 關係面向 

  Nahapiet & Ghoshal（1998: 254-256）的社會資本關係面向，包含四項指標：

「信任」（trust）、「規範」（norms）、「義務和期待」（obligations and expectations）

與「認同」（identification）。社會資本的關係面向關注之重點在於，行動者因

進行互動而發展出的人際關係，以及互動行為中的社交性、認可和聲望等關係品

質（林奇秀、陳一帆，2011：60）。 

 

1. 信任 

  眾多學者的研究指出，「信任」是構成社會資本的重要元素（Coleman, 1988； 

Putnam, 1995；Nahapiet & Ghoshal, 1998；Fukuyama, 2001），人際關係中存在高

度的信任感時，人們較願意進行社交活動，或共同合作來達成某項任務（Coleman, 

1988；Putnam, 1993, 1995）。對一個組織而言，「信任」是重要的資產，它能讓

組織當中的成員藉著對彼此的信任感，而共同合作、協調和解決組織所面臨的問

題（Nahapiet & Ghoshal, 1998: 255）。Nahapiet & Ghoshal（1998: 255）認為，「信

任」與「合作」是緊密相連的，並稱之為「信任」與「合作」的雙向交互作用（two-way 

interaction），具體來說，信任是合作的潤滑劑，而在合作的過程中，也會培養

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當組織成員互相信任時，他們更敢於冒險，並且聚集力

量為所服務的組織創造價值。 

 

2. 規範 

  「規範」是構成社會資本的重要元素（Coleman, 1988；Putnam, 1995；Fukuyama, 

2001；Halpern, 2005）。Coleman（1988: 104）說明：「規範存在且發揮效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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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構成強大的（有時候是脆弱的）社會資本」。當個人處於一種長期使用於集體

當中的「規範」時，代表著個人必須放棄自身利益，並依據集體的利益行事，此

種「規範」是透過社會支持、地位、名譽和其他獎勵機制來維持，並能達成特定

的目的，像是建立新的國家、鞏固家庭利益、促進社會的發展和促成社會公益等

（Coleman, 1988: 104-105）。「規範」將內化成個人的一部分，透過內在或外在

環境的制約、制裁，能有效地解決集體所面臨的問題（Coleman, 1988: 105）。 

  Starbuck（1992: 736）指出，一個組織若以「公開」和「合作」，作為其制

訂組織規範的標準，將有助於組織累積資本，此種資訊公開、建立員工忠誠度的

做法，可使組織邁向成功之道。Nahapiet & Ghoshal（1998: 255）認為，「規範」

不僅能夠促進合作，亦能夠作為創造知識資本的基礎。「規範」是基於認同群體

而連帶產生的責任或義務，因個人內化了群體的價值觀，所以在行動上也追求與

群體契合的目標（林奇秀、陳一帆，2011：60）。 

 

3. 義務和期待 

  Coleman（1988: 102）說明，「義務和期待」是指：「如果 A 為 B 做了某些

事，且相信 B 會回報，則 A 便產生了期待，B 則具有義務」，換言之，「義務

和期待」存在於人際關係之中，是以信任作為基礎，進而促使行動者在無實際回

報的情況下，對他人負責任。 

  Nahapiet & Ghoshal（1998: 255-256）認為，「義務」是一種承諾或任務，並

在未來付諸於行動，他們進一步指出，組織當中的成員是相互依賴的，為了達成

共同的目標，組織當中的成員會覺得自己有義務合作、付出，並協助其他成員解

決難題，此種「義務和期待」不僅構成社會資本重要的一環，更有助於組織的價

值創造。 

 

4. 認同 

  「認同」是個人將自己視為群體中的一份子之過程（Nahapiet & Ghoshal, 1998: 

256）。Nahapiet & Ghoshal（1998: 256）認為，「認同」是指一個組織的成員，

認為自己歸屬於特定群體，而遵循群體共同的規則與價值觀，連帶產生對於其他

成員的信任感，此種網絡成為重要的社會資本，有助於促進資訊的交換與知識資

本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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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Nahapiet & Ghoshal（1998: 243）整合前人關於社會資本的論述，將社會資

本定義為：「個人或社會的網絡關係所蘊含或產生的資源總和」，並提出一個涵

蓋三大面向的社會資本分析架構。Nahapiet & Ghoshal（1998: 245）所提出的社

會資本分析架構，分別從結構、認知與關係三個面向來探討組織的社會資本，深

入解析社會資本與知識資本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研究結果顯示，社會資本有助

於組織知識資本的創造，可被視為組織的重要資源，為組織創造價值和形成組織

的優勢。 

  綜觀 Nahapiet & Ghoshal（1998）的社會資本分析架構，兼容「個體」與「集

體」的分析層次，且廣為被引用，說明社會資本對於個人而言，可協助達成特定

目的；對組織而言，則可提升整體效能（林奇秀、陳一帆，2011：59-62）。據

此，本研究採用 Nahapiet & Ghoshal（1998）所提出的社會資本分析架構，用以

分析社會企業型媒體與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所構成的網絡結構，以及此網絡結構

當中所蘊含的社會資本樣貌。 

 

第三節、 資源與社會、經濟價值的創造 

  本節首先說明資源的概念與社會企業的資源類型。接著，闡述社會、經濟價

值創造的內涵，並針對社會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之面向進行分類與說明。 

 

一、 資源 

  「資源」被視為企業組織競爭優勢的來源（Barney, 1991: 101；Wernerfelt, 1984: 

172；吳思華，1999）。對一個組織而言，資源具有以下四項特徵：一是為組織

發掘機會和抵銷外部環境的風險；二是透過資源的稀有性來提升組織的競爭力；

三是資源的不可複製性，以及四是資源的不可替代性（Barney, 1991: 105-106）。

Collis & Montgomery（1984: 118-119）認為，企業維持獲利的策略在於發展具有

競爭力的資源策略，提升一個企業在競爭環境中的表現。吳思華（1999：114-117）

則指出，資源是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不斷地建構與累積資源，是策略決策

者重要的經營課題，一般來說，企業可以透過內部自行發展、外部市場購置，以

及合作發展等三種不同的途徑，來獲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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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業資源 

  Wernerfelt（1984: 172）將企業資源分為有形與無形資產兩大類別（tangible 

and intangible assets）。Wernerfelt（1984: 174）認為，對一個企業而言，機器設

備、顧客忠誠度、生產經驗，以及引領技術的能力，皆是具有潛力的資源，能讓

組織獲得較高的利潤回報。Collis & Montgomery（1984: 118-119）同樣將企業的

資源分為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兩大類型。Barney（1991: 101）則將資源分為三大

類型：有形資源（physical capital resources）、人力資源（human capital resources）

與組織資源（organizational capital resources），有形資源包含：技術、廠房和機

器、地理位置和原物料；人力資源則包含：管理階層和員工及其技術訓練、經驗、

判斷能力、智慧和人際關係；最後，組織資源則包含：組織的正式型態及其正式

和非正式的計畫、控制和評估系統，以及組織與外部環境和團體的非正式關係。

Das & Bing-Sheng（1998: 24）說明，組織藉由內部的資源，發展其聯盟策略，

包含：財務資源（financial resource）、技術資源（technological resource）、有

形資源（physical resource），以及管理資源（managerial resource），財務資源是

指一個組織的資本總額；技術資源是指組織在處理問題上特有的訣竅；有形資源

則指原物料、生產力和通路，以及管理資源指的是組織高層及其營運方針與技巧。

Grant（1991: 116）則將企業資源細分為六大類型：金融資源、有形資源、人力

資源、技術資源、企業聲望和組織資源。Amit & Schoemaker（1993: 35）認為，

資源是企業組織所擁有的各種資產和器材設備，還包括技術、資訊管理系統、獎

勵機制、管理階層和員工之間的信任等，各種資源最終將轉化為產品和服務，他

們將資源分為三大類型：企業內部的專有技術（如：專利和認證）、金融和有形

資源（如：財產和機器設備），以及人力資源（如：管理階層和員工）。 

  吳思華（1999：106）歸納多位學者的看法，將組織資源分為：「資產」與

「能力」兩大部分，「資產」是指企業所擁有或可控制的要素存量，可再細分為

「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兩類；「能力」則是指企業建構與配置資源的能力，

又可再細分為「個人能力」與「組織能力」，如表 2-8 所示。 

 

表2-8：策略性資源的內涵 

資產 

有形資產 
實體資產 土地廠房、機器設備 

金融資產 現金、有價證券 

無形資產 
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著作權、已登

記註冊的設計）、執照、契約／正式網路、資料庫等 

能力 個人能力 專業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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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 

人際網絡 

組織能力 

業務運作能力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 

組織文化 

組織記憶與學習 

資料來源：《策略九說：策略思考的本質》（頁106），吳思華，1999，台北：

臉譜文化。 

 

（二） 社會企業的資源 

  Mair & Marti（2006: 37）認為，資源的整合與運用是一個社會企業在追求其

社會使命或目標時不能或缺的要素，社會企業透過資源的整合來創造價值，此種

資源的整合是為了刺激社會變遷或滿足社會需求，並提供市場上所需的服務和產

品。Dees（2002）則指出，社會企業的資源策略，應超越財務資源的侷限，並納

入人力資源和實物資源的策略觀點。Dees（1998）說明，社會企業的資源部署主

要包含四個部分：一是辨識核心能力，指社會企業擁有的知識，包含：技能與獨

特的能力；二是辨識策略性資產，包含：品牌、專利權、基礎設施、專利標準、

顧客資料，以及其他稀少、有價值的東西；三是建構核心流程，指社會企業將投

入變成產出所運用的方法與流程；以及四是配置，指社會企業核心策略與策略性

資源的連結，即如何以獨特的方法結合能力、資產與流程，來支援其特定的策略。 

  對一個社會企業而言，資源策略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一個正在營運的社

會企業必須透過有效的資源策略來創造價值，基本上，「人力」與「物資」是社

會企業最基礎的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的重要性在於，人力資源為社會企業帶來

了豐沛的無形資源，包含：技術、知識、人際網絡、信任、工作熱忱和聲譽，這

些無形資源不僅能為組織效力，亦被視為組織的財務經營策略（Guclu, Dees & 

Anderson, 2002: 9-10）。社會企業的資源策略觀點，首先必須考量所需資源的量

與質，其次是募集資源的方法，例如：尋找、篩選、邀集專業人士加入經營團隊

的方式，以及志工的吸納與管理（胡哲生、張子揚，2009：89）。 

  關於社會企業的資源類型，可區分為貨幣與非貨幣兩大類型，貨幣資源包含：

銷售、補助和捐助；非貨幣資源又稱為：「以聲譽為基礎的資源」，包含：間接

補助（例如：捐贈物資）和志工，前述兩種類型的資源必須均衡分配，才能有效

地達成社會企業的目標（鄭勝分，2008：202-203）。楊銘賢、吳濟聰、蘇哲仁、

高慈薏（2009：63）針對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進行研究，發現社會企業非常仰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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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動員和調動人力、財務和政治等資源的能力。Evers（2001: 300-302）則指

出，社會企業的永續發展有賴於許多「非政府」（non-governmental）和「非市

場」（non-market）的資源，此種「非政府」和「非市場」的資源，可縮小至「捐

款」（donations）和「志工」（volunteering）的範圍，對於具有社會公益、使命

的社會企業來說，由於其不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以及需要仰賴捐款和志工，使

得「非市場」的資源成為了社會企業是否能夠永續的關鍵。 

  胡哲生、張子揚、黃浩然（2012：17）將社會企業的資源區分為兩大類型：

「社會資源」與「企業資源」，前者是指對社會事務或群體的情感認同，足以促

成變革行動；後者則指幫助企業創造價值產出，所需的財貨、技術、知識與策略

思想。胡哲生、張子揚、黃浩然（2012：17）針對社會創業模式與社會企業資源

整合的關連性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社會企業創業者的背景和能力、宗教理

念、社會形象、社會認同、社會價值觀等非經濟性資源基礎的社會資源，有助於

為社會企業帶來相當程度的經濟消費、物資與志工的投入；另外，企業資源則包

含了創業人的商業背景、製作技術、產品知識、經營技能，以及策略思維等。該

研究亦指出，「社會資源」的重要性在於：強化組織的社會價值創造之能力，以

及對社會市場需求的服務；「企業資源」則用於強化組織內部效率，以及對商業

市場的銷售獲利，兩種性質迥異的資源在後續的經營活動中呈現彼此補足的作用

（胡哲生、張子揚、黃浩然，2012：17）。 

  綜合上述的內容而言，本研究將社會企業的資源類型分為：人力資源、財務

資源（有形資源），以及社會資源（無形資源），如表2-9所示。人力資源是指

管理階層、員工和能力。財務資源則是指有形資源，可分為金融與實體兩類，前

者指現金、資金捐助／補助，後者指土地廠房、機器設備。社會資源是指透過個

人的社會連結所取得的資源（Lin, 2001: 21），其無法透過市場上的交易來取得，

例如：社會形象與社會認同。 

 

表2-9：社會企業的資源類型 

學者 資源類型 

Guclu, Dees, & 

Anderson 

（2002） 

人力 
人力資源涵蓋了員工本身及其技術、知識、

人際網絡、信任、熱忱和聲譽。 

物資 指各種實體資產與金融資產。 

Evers 

（2001） 

市場資源 
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流程、組織效率和組織的

競爭優勢等。 

非政府／非 捐款、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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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資源 

鄭勝分 

（2008） 

貨幣資源 銷售、補助及捐助 

非貨幣資源 
以聲譽為基礎的資源，包含間接補助（例如：

捐贈物資）及志工。 

楊銘賢、吳濟聰、

蘇哲仁、高慈薏 

（2009） 

人力資源 

財務資源 

政治資源 

胡哲生、張子揚、

黃浩然（2012） 

企業資源 
創業人的商業背景、製作技術、產品知識、

經營技能，以及策略思維。 

社會資源 
社會企業創業者的背景和能力、宗教理念、

社會形象、社會認同、社會價值觀。 

本研究針對社會

企業資源的分類 

人力資源 

1. 管理階層；員工：正職員工（支薪）、

志工（不支薪）。 

2. 能力：管理階層和員工的管理能力、專

業技術能力、獲取資訊的能力。 

財務資源 

（有形資源） 

1. 金融資產：現金、資金捐助／補助。 

2. 實體資產：土地廠房、機器設備。 

社會資源 

（無形資源） 

1. 社會形象：透過個人的社會連結所取得

的名譽和聲望。 

2. 社會認同：透過個人的社會連結所取得

的社會大眾認同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社會、經濟價值的創造 

  社會企業的價值創造可分為：社會價值（social value）與經濟價值（economic 

value）（Dees, 1998: 60；Guclu, Dees & Anderson, 2002；陳金貴，2002：43；Emerson, 

2003: 44；卓秀足、胡哲生，2011：5）。「社會價值」是指無形的社會影響力或

無形的利益；「經濟價值」則是透過企業與其他企業組織、消費者、供應商、策

略聯盟夥伴和社會團體等，在市場上進行動態的交易而產生，此種交易一般涉及

產品、服務和金錢上的往來（Allee, 2000: 2）。學者認為，經濟價值不應是企業

追求的唯一價值，現代的企業組織在追求經濟價值之外，亦必須提供資源和協助，

以改善社會問題（卓秀足、胡哲生，2011：5）。Emerson（2003: 44）提出「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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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價值導向」（blended value orientation）的觀點，他認為，經濟價值與社會價

值的結合，將為企業組織帶來最大的投資回報。社會企業將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

結合，有助於提升其競爭優勢（Austin, Stevenson & Wei-Skillern, 2006）。 

  卓秀足、胡哲生（2011：5-6）以「社會關懷」與「經濟利潤」兩大構面來

區分社會企業與其它組織的價值差異，如圖2-8所示。「企業」與「血汗工廠」

是屬於高經濟利潤、低社會關懷的組織類型；「慈善團體」與「非營利組織」則

是高社會關懷、低經濟利潤或是完全無經濟利潤的組織型態；「社會企業」則兼

顧社會與經濟價值的創造，但仍以社會關懷為首要使命。「企業」將獲利視為組

織的首要目標，企業的社會關懷面是隨著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程度以

及行有餘力程度而有差異，多數的企業贊成企業應盡社會責任的說法，但會將成

本列入考量，因此所創造的社會價值亦有差異；「慈善團體」與「非營利事業組

織」不以追求利潤為組織目標，主要以提供社會服務為職志；「社會企業」則是

以服務「小利潤市場」（如：消費力不足的族群、小規模的需求），來滿足消費

者需求為職志的組織。 

 

圖2-8：社會企業與其它組織的價值差異 

（社會關懷） 

高 

 

 

低 

 

高（經濟利潤） 

 慈善團體 非營利組織 社會企業  企業   血汗工商 

資料來源：〈社會導向策略轉型與社會價值創造的企業重生：日月老茶廠案例〉，

卓秀足、胡哲生，2011，《創業管理研究》，6：6。 

 

（一） 經濟價值的創造 

  「經濟價值」被視為企業的核心價值，企業透過提升銷售量、增加利潤、開

發新市場與產品擴張等方式來提高獲利（卓秀足、胡哲生，2011：4）。Alvord, Brown, 

& Letts（2002: 3）認為，成功的企業必須不斷地創造經濟價值，而企業創造經濟

價值的途徑主要是透過擴張組織的規模，以達成企業的永續經營。 

  「經濟價值」可分為「產品、服務和收益」與「知識」兩個部分，「產品、

服務和收益」是指創造經濟利益的來源，包含提供商品和服務與交易過程中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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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相關活動；「知識」則是指與核心產品和服務價值鏈有關的各種資訊，例如：

策略資訊、規畫知識、製程知識、科技知識、協同設計與政策發展等（Allee, 2000: 

1）。 

  Allee（2000: 3）指出，企業價值的評估可透過以下幾個面向來分析：時間、

目標、資源、表現、成本和附加價值。企業經濟價值的創造包含以下四個面向：

一是成本及風險的降低，例如透過引進新科技降低成本；二是創新，例如：開發

另類或創新的科技技術；三是取得企業的正當性與聲譽，例如透過良好的產品管

控來提升企業的名聲，以及四是追求經濟上的持續成長，例如：辨識市場上尚未

被滿足的顧客需求與有待開發的市場（Zhuang & Wheale, 2004: 519）。 

 

（二） 社會價值的創造 

  「社會價值」是指無形的社會影響力，此種無形利益超越了實際商品和服務

的價值，例如：社群意識的建立、企業形象的提升、公民生活滿意度的提升、宗

教信念、性別平等與親職教養等（Allee, 2000: 2；卓秀足、胡哲生，2011：6）。 

  Guclu, Dees, & Anderson（2002）認為，社會企業的最終目標，在於發揮公

益性的社會影響力，此種社會影響力具體展現在組織的社會價值與使命上。Shaw

（2004: 196）持類似的觀點，強調社會企業以創造「社會價值」為首要目標，他

認為，社會企業的社會價值是透過提供就業機會、相關就業訓練，以及在地的服

務來實踐，期望對社會、經濟和環境產生正面的影響。Austin, Stevenson, & 

Wei-Skillern（2006）則指出，社會企業的使命特色與一般商業組織的主要差異

在於，社會企業致力於為公共利益服務與創造社會價值，而社會價值的創造主要

源自於社會企業對於社會問題、市場失靈問題的解決，以及服務基層的需求。胡

哲生、陳志遠、吳秉恩（2009：16）認為，社會企業的主要目的是要創造與維持

社會總財富，而社會價值的創造重於經濟價值的創造，社會價值包含：就業、環

保、節能、脫貧、人權、弱勢照顧與疾病醫療等（胡哲生、陳志遠、吳秉恩，2009：

16）。 

  社會企業追求改變社會和解決社會問題的精神，可被視為社會企業的社會價

值創造（Alvord, Brown & Letts, 2002: 3）。社會企業存在的價值，是為了解決社

會問題與社會上諸多不平等的現象，故社會企業所獲取的利潤，不在於個人分配

或為股東創造最大利益，而是在於妥善運用、回饋公益或幫助更多的人，以創造

更大的社會價值，例如：銷售民族服飾的社會企業「人與樹」（People Tree）將

10%的利潤用於提升人們對於公平交易的認識（Elkington, 2008／廖建容譯，2010：

56；羅婉鈴，2012）。Dart（2004: 422）認為，社會價值是無形的，社會企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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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利害關係人創造社會價值的同時，也將獲得對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社會

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在社會責任與社會服務參與和企業永續經營力上，扮演重

要的角色（卓秀足、胡哲生，2011：23）。 

  綜合而言，社會企業是融合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的事業體，在追求基本利潤

的情況下，訴求傳遞社會使命和產生社會影響力，此種訴諸解決社會問題的經營

模式，呈現出社會企業雙元價值並存的特徵（卓秀足、胡哲生，2011：6）。值

得注意的是，社會企業的首要目標是創造社會價值，因此，從創新、創業到資源

動員的過程，皆必須回應所欲解決的社會問題（Alvord, Brown & Letts, 2002: 3）。

一般商業組織著力於創造經濟價值，社會企業亦同，不同的是，社會企業除了追

求經濟上的獲利外，將更多的心力放在社會價值的創造上（Guclu, Dees & 

Anderson, 2002）。換言之，社會企業是以創造社會價值為首要目標的組織。 

  根據上述的討論，本研究將社會價值定義為：「組織為外部環境及其利害關

係人，所創造的一種超越實際商品和服務之無形社會影響力或無形利益」。社會

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可分為四大面向，各有其內涵與實踐的方式（如表 2-10 所

示）：一是「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指社會企業所欲解決的社會問題，以及其

為達成社會目標的具體實踐方式。二是「提升環境條件」，指社會企業對於特定

議題的關注與相關理念的推廣，有助於為其社會公益對象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生活

環境。三是「觀念的深化」，指社會企業經由特定社會理念的傳遞，有助於促進

良好觀念的深化，可被視為社會企業傳遞社會理念的成果。四是「回饋機制」，

出自於社會企業的利潤不在於個人分配，故將利潤妥善運用、回饋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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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社會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面向、內涵與實踐方式 

社會價值面向 內涵 實踐方式之舉例 

解決或改善社

會問題 

社會企業所欲解決的社會問題，以

及為達成社會目標的具體實踐方

式。 

1. 脫貧 

2. 平等人權 

3. 弱勢照顧 

4. 疾病醫療 

5. 提供就業、就業訓練 

6. 服務基層等 

提升環境條件 

社會企業對於特定議題的關注與相

關理念的推廣，有助於為社會公益

對象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生活環境。 

1. 環保、節能 

2. 生態保育 

3. 提升生活滿意度等 

觀念的深化 
社會企業經由特定社會理念的傳

遞，有助於促進良好觀念的深化。 

1. 社群意識 

2. 宗教信念 

3. 性別平等 

4. 親職教養 

5. 多元文化等 

回饋機制 

社會企業的利潤不在於個人分配，

而是在於妥善運用、回饋公益或幫

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1. 回饋社會公益對象 

2. 回饋資源提供者 

3. 回饋消費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本章總結 

  本章首先依據社會企業的定義與內涵與媒體組織的特性，定義本研究所指的

社會企業型媒體。本研究將社會企業型媒體定義為：「聚集一群具有相同理念的

個人自願性成立，具有明確的社會公益對象，可解決社會問題和產生公共利益的

媒體組織，其透過商業手段從事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乃為了達成組織的社會目

標或社會使命」。根據前述定義，本研究界定出目前國內的社會企業型媒體共有

三家：《四方報》、《大誌雜誌》與上下游 News & Market 新聞平台（詳見第

33 頁）。 

  接著，本論文闡述社會資本的定義與內涵，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組織經由

與外部利害關係人的互動，建立以信任為基礎的網絡關係，以利於獲取存在於網

絡關係當中所蘊含的資源」。另外，在社會資本的分析架構方面，本研究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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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hapiet & Ghoshal（1998）的社會資本分析架構，此架構涵蓋結構、認知與關

係三大面向，過去用以研究組織的社會資本，兼容「個體」與「集體」的分析層

次，且廣為被引用。據此，本研究採用 Nahapiet & Ghoshal（1998）所提出的社

會資本分析架構，用以分析社會企業型媒體與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所構成的網絡

結構，以及此網絡結構當中所蘊含的社會資本樣貌。 

  根據文獻指出，社會資本能促進資源的整合和交換，以及為組織創造價值

（Nahapiet & Ghoshal, 1998: 244-245；Tsai & Ghoshal, 1998: 464-473；Dees, 1998）。

社會資本作為管理資源的能力，能幫助社會企業取得、整合、重組，以及移轉資

源，是一種透過社會關係取得資源，實現經營目標的能力（Blyler & Coff, 2003；

胡哲生、張子揚、黃浩然，2012）。據此，本研究認為，社會資本作為社會企業

型媒體的資源策略，能協助組織引進資源，並創造價值。首先，本研究將社會企

業的資源類型分為：人力資源、財務資源（有形資源）與社會資源（無形資源）。

進言之，人力資源是指管理階層、員工和能力；財務資源則是指有形資源，可分

為金融與實體兩類，前者指現金、資金捐助／補助，後者指土地廠房、機器設備，

以及社會資源是指透過個人的社會連結所取得的資源，無法透過市場上的交易來

取得，例如：社會形象與社會認同。其次，社會企業所追求的核心價值為社會價

值，據此，本研究聚焦於社會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進行文獻探討，將社會價值定

義為：「組織為外部環境及其利害關係人，所創造的一種超越實際商品和服務之

無形社會影響力或無形利益」。社會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可分為四大面向：一是

「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指社會企業所欲解決的社會問題，及其為達成社會目

標的具體實踐方式。二是「提升環境條件」，指社會企業對於特定議題的關注與

相關理念的推廣，有助於為其社會公益對象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生活環境。三是「觀

念的深化」，指社會企業經由特定社會理念的傳遞，有助於促進良好觀念的深化，

可被視為社會企業傳遞社會理念的成果。四是「回饋機制」，出自於社會企業的

利潤不在於個人分配，故將利潤妥善運用、回饋公益。 

  綜合本章內容，本研究旨在從社會資本的觀點，解析社會企業型媒體如何運

用社會資本，引進組織內部所需的資源，最後，評估組織能創造何種社會價值。

據此，形成社會企業型媒體運用社會資本，引進組織內部所需資源，以及創造社

會價值的關係圖，如圖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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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社會企業型媒體運用社會資本引進資源、創造社會價值之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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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個案研究法和本論文所選擇的單一個案研究案例。

第二節闡述本論文的資料蒐集方法，分別為：文獻資料分析法、參與觀察法與深

度訪談法。第三節闡明本論文的研究架構與流程。 

 

第一節、 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是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之一，個案研究的本質，是以一個個體、

團體或組織作為研究單位，透過蒐集被調查者多方面的資料來進行研究，試圖闡

明一個或一組決策：為甚麼它們會被採用、如何來執行，以及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Yin, 1994／尚榮安譯，2001：38；葉至誠、葉立誠，2011：199）。當研究者

提出「如何」和「為什麼」的問題，並且對事件只有少數操控權，或研究重點是

當時在真實生活背景中所發生的現象時，個案研究是較常採用的研究方法（Yin, 

1994／尚榮安譯，2001：21）。個案研究的重點在於，探討事件或現象的「過程」

而非結果，有助於研究者針對事件或現象進行全面、詳細和深入的了解（葉至誠、

葉立誠，2011：200）。Eisenhardt（1989: 533-534）提出個案研究的八個步驟：

一是定義研究問題、二是選擇個案、三是蒐集資料、四是進入研究場域、五是針

對個案進行資料分析、六是建立假設、七是將個案與文獻進行比對，以及最後是

提出結論，他認為，個案研究法是一種聚焦於單一環境中所可能發生的各種動態

情況之研究策略。 

  回顧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旨在從社會資本的觀點，探討社會企業型媒體如何

運用社會資本，引進組織內部所需的資源，並評估社會企業型媒體所創造的社會

價值。研究重點在於：社會企業型媒體運用社會資本，引進組織內部所需的資源，

以及創造社會價值的「過程」，並針對此「過程」進行全面、詳細和深入的了解，

目的在於根據既有的社會資本理論架構，掌握社會企業型媒體在實務上的發展現

況，因此，採取個案研究法是適合的研究策略。 

  本研究採取單一個案研究，在個案的選擇方面，本研究於第二章文獻探討部

分，根據社會企業型媒體的定義，界定出台灣目前以社會企業模式營運的媒體共

有三家，分別為：《四方報》、《大誌雜誌》與上下游 News & Market 新聞平台

（詳見第 29 至 33 頁）。本研究認為，在前述三家社會企業型媒體當中，《四方

報》較具代表性和更貼近媒體研究。首先，《四方報》的社會目標明確指向「讓

弱勢發聲」，其成立動機回應了台灣所面臨的兩項重要社會問題：一是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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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離鄉背井，長期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二是新移民、工面臨資訊不對等的社會

現況，前述兩項難題使得新移民、工長期被拒絕於社會權益保障之外，缺乏獲得

資訊與發聲的管道（梁瓊丹，2013a：212）。此種針對台灣社會問題，而發展出

的社會企業模式，具有進一步分析與探討的價值。相較之下，《大誌雜誌》的社

會企業模式是複製和仿效英國的 The Big Issue 雜誌，而非台灣本土的社會創新，

因此被排除在本研究的個案選擇之列。 

  其次，就媒體產製的內容而言，《四方報》以產製新聞為主，內容包含：評

論、法律、急難救助、文化、讀者交流及婚姻與愛情等，屬於傳統的月刊型報紙，

相較之下，上下游 News & Market 新聞平台的產品內容較為複雜，其在市場上進

行交易的產品可分為兩大類：農產品與新聞，橫跨了農業與新聞業兩大領域，故

本研究傾向於選擇以出版平面媒體為主的《四方報》，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以

期更貼近媒體研究的本質。 

  綜合上述的討論，本研究基於個案的代表性與媒體研究的本質，選擇以《四

方報》作為單一個案研究的對象，以期從社會資本的觀點，解析《四方報》如何

運用社會資本，引進組織內部所需的資源，最後，評估《四方報》所能創造的社

會價值。 

 

第二節、 資料蒐集方法 

  個案研究法是一種結合多種資料蒐集方法的研究取徑，其證據來源包含：文

件、檔案紀錄、訪談、直接觀察，以及參與觀察等（Eisenhardt, 1989: 534；Yin, 1994

／尚榮安譯，2001：139）。本研究採取三種資料蒐集方法：文獻資料分析法、

參與觀察法，以及深度訪談法，主要藉由深度訪談法，輔以文獻資料分析法與參

與觀察法來進行研究。 

 

一、 文獻資料分析法 

  文獻資料分析法是以相關領域的理論文獻作為研究的基礎，針對研究主題之

各種相關資料加以蒐集、研讀與分析，並從資料中獲得所欲探討的研究問題之答

案與概念，主要在於了解過去、解釋現在及推測未來（葉至誠、葉立誠，2011：

138）。 

  本研究所蒐集的文獻與資料是關於社會企業、社會企業型媒體、社會資本理

論、資源、社會價值創造，以及《四方報》發展歷史與現況的相關文獻，透過多

元的資料來源，包括：國、內外學術期刊、研究論文、網站資訊、新聞報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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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研討會文章等，以期更了解《四方報》的營運現況與發展走向，藉以解析《四

方報》所掌握的社會資本內涵、資源，以及社會價值的創造。 

 

二、 參與觀察法 

  參與觀察是觀察法的其中一種類型，當研究者採取參與觀察法時，研究者不

僅是一位被動的觀察者，而是可以在個案研究的情境中扮演某種角色，並且真正

參與正在研究中的事件，因此，有助於深刻了解人際間的行為和動機（Yin, 1994

／尚榮安譯，2001：143-153）。 

  本研究採取參與觀察法，目的在於透過親身參與《四方報》的新聞採訪過程，

以及《四方報》所舉辦的相關活動，具體了解《四方報》組織內部成員與組織外

部利害關係人的實際互動情況和人際關係的品質，以及《四方報》的營運現況。

另外，透過參與觀察的過程，研究者有機會與《四方報》的社會公益對象－－新

移民、工，進行面對面的接觸，透過觀察與交流，深入了解來自東南亞各國的新

移民、工對於《四方報》的看法與感受，以更具體地掌握《四方報》與新移民、

工的實際互動情況、人際關係品質與《四方報》「讓弱勢發聲」此項社會目標的

具體實踐現況。 

  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本研究以筆錄的方式，記錄觀察的重點與參與活動的

細節，並撰寫田野筆記，作為日後分析資料與結論撰寫的證據來源。 

 

三、 深度訪談法 

  訪談法是個案研究中最重要的資訊來源之一，主要透過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

對於研究問題的互動來進行，在本質上是由訪問者建立對話方向，再針對受訪者

提出若干特殊問題，並加以追問（Babbie, 2004／陳文俊譯，2005：357-361；Yin, 

1994／尚榮安譯，2001：143-153）。訪談法的優點有二：一是訪談是有目標的，

直接集中於個案研究的主題；二是訪談的見解深刻，提供了對因果推論的解釋

（Yin, 1994／尚榮安譯，2001：142）。 

  本研究旨在探討《四方報》如何運用社會資本，引進組織內部所需的資源，

並評估《四方報》所創造的社會價值，據此，研究者必須深入組織當中，獲取其

未對外公開的資訊，故採用深度訪談法作為資料蒐集的方法。 

 

（一） 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本研究事先擬定好訪問題綱，再進行深度訪談，故此種方式屬於半結構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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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訪談。透過訪談大綱的引導，企圖讓受訪者針對主題，深入地表達意見與看法，

有助於了解《四方報》如何運用社會資本，引進組織內部所需的資源，及創造社

會價值。 

  首先，為了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一：解析《四方報》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為

何？本研究根據 Nahapiet & Ghoshal（1998）所提出的社會資本分析架構，即結

構、認知與關係面向，以及社會資本理論的相關文獻，並佐以《四方報》的發展

歷史背景，作為本研究解析《四方報》所擁有的社會資本之依據。其次，為了回

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二：探討《四方報》運用社會資本，獲取何種資源？本研究

依據資源的相關文獻，事先整理出社會企業資源的三大類型，即人力資源、財務

資源和社會資源，根據前述資源的內涵，並佐以《四方報》的發展歷史背景，作

為探討《四方報》資源的依據。最後，為了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三：評估《四

方報》能創造何種社會價值？本研究依據社會價值的相關文獻，事先整理出社會

企業社會價值創造的四大類型，即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提升環境條件、觀念的

深化，以及回饋機制，並佐以《四方報》的發展歷史背景，作為評估《四方報》

社會價值創造的依據。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和個案的資料蒐集，界定出社會資本、資源與社會價值

創造的操作型定義，藉以作為擬定訪問題綱的依據，如表 3-1 所示。 

 

表 3-1：本研究針對各理論概念之操作型定義 

理論概念 次概念 操作型定義 

社會資本 

結構面向 

網絡關係 
網絡成員對外獲取資訊的對象與

管道。 

網絡型態 

網絡的密度、連結度與階級特

性，這些特性會影響資源運用的

程度及彈性。 

組織的適用性 

組織成員個別的人際網絡在某些

情境下，轉變為對組織有價值的

資源。 

認知面向 

共享的語言和

符號 

組織內部成員與組織外部關係利

害關係人對於行為意義的解讀、

討論及價值觀，藉以促進對於群

體共同目標的了解和共識的達

成。 
共享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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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面向 

信任 

組織內部成員與組織外部利害關

係人經過互動之後，所產生的信

賴感。 

規範 
網絡成員依據集體的利益行事，

並追求與群體契合的目標。 

義務和期待 

組織內部成員與組織外部利害關

係人經過互動之後，所發展出的

互惠關係。 

認同 

組織內部成員與組織外部利害關

係人經過互動之後，所產生的歸

屬感，並將自己視為群體的一

員。 

資源 

人力資源 

員工 

組織的管理階層和員工，員工包

含正職員工（支薪）與志工（不

支薪）。 

能力 
管理階層和員工的管理能力、專

業技術能力、獲取資訊的能力。 

財務資源 

（有形資源） 

金融資產 
組織營運所需的資金，包含：資

金捐助或資金補助。 

實體資產 
組織營運所需的辦公地點、機器

或設備。 

社會資源 

（無形資源） 

社會形象 
組織在社會上所呈現出來的專業

形象或名聲。 

社會認同 
組織經由傳遞社會理念，所引起

的群眾正面回響。 

社會價值 

創造 

解決或改善社

會問題 

平等人權 
組織透過實踐社會目標，為社會

公益對象爭取權益。 

提供就業 
組織透過實踐社會目標，為社會

公益對象創造就業機會。 

培力 

組織透過實踐社會目標，賦予社

會公益對象權力，讓他們看見自

己的能力或培養自己的能力。 

提升環境條件 降低資訊落差 組織透過實踐社會目標，降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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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有效近用資訊與無法有效近用

者之間的差距。 

建立支持體系 

組織透過實踐社會目標，為社會

公益對象創造一個更友善的生活

空間。 

觀念的深化 

反歧視 

組織透過社會理念的傳遞，改善

社會大眾對於新移民、工的歧視

情況。 

重視多元文化 

組織透過社會理念的傳遞，灌輸

社會大眾重視新移民、工多元文

化的觀念。 

親職教養 

組織透過社會理念的傳遞，增進

新移民、工與新移民二代間的親

子溝通與調適。 

回饋機制（針對

社會公益對象） 

發聲平台 組織透過實踐社會目標，為新移

民、工創造一個發聲的平台，增

加此族群的能見度。 
曝光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訪談設計 

  本研究的深度訪談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訪問《四方報》的媒體經營

者，媒體經營者主要針對社會資本與資源的部份作回答；第二個階段為訪問《四

方報》的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即在台灣的東南亞新移民、工，並以《四方報》

的讀者為對象，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主要針對社會價值的部份作回答。 

  首先，在深度訪談的第一個階段，為回答本研究的訪問題目，受訪者必須是

了解組織內部經營管理層面和營運現況的組織內部成員，基於此，組織的管理階

層，即顧問張正（前總編輯）、策略發展總監黃洛斐，以及專案經理兼現任編輯

主任陳大衛，皆是合適的訪問對象，能針對《四方報》自創刊以來各個發展階段

的社會資本情況與資源策略，進行深入的解答。另外，《四方報》各版主編的角

色是複合性的，除了一般的編務工作，還身兼各項活動的專案人，因此，《四方

報》的各版主編能針對各版的營運和各活動的執行情況進行深入的解答。其次，

在深度訪談的第二個階段，主要透過《四方報》內部成員的推薦，篩選出《四方

報》的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並以《四方報》參與度較高或具有投稿經驗的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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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為主要的訪談對象，針對《四方報》的社會價值部分進行回答。 

  深度訪談對象名單請詳見表3-2。深度訪談題綱請參閱附錄A。 

 

表3-2：深度訪談對象名單 

媒體經營者訪談對象 

職稱 姓名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顧問／前總編輯 張正 2014/3/17 面訪90分鐘 

策略發展總監 黃洛斐 2014/3/24 面訪60分鐘 

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 陳大衛 2014/4/05 面訪70分鐘 

越文主編 阮舒婷 2014/4/01 面訪40分鐘 

菲律賓文主編 李岳軒 2014/3/20 面訪80分鐘 

泰文主編 林周熙 
2014/3/21 面訪30分鐘 

2014/4/03 面訪60分鐘 

印尼文主編 賴品潔 2014/4/09 面訪40分鐘 

柬埔寨文主編 蔡秉諭 2014/4/09 面訪40分鐘 

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訪談對象 

菲台組織創辦人 黃琦妮 2014/4/12 面訪45分鐘 

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研究生 Tyrone 2014/5/06 電訪30分鐘 

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范瑞薔薇 2014/5/06 電訪20分鐘 

看護工 芳蘭 2014/5/06 電訪20分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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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綜合前兩節的內容而言，本研究將研究問題及其對應之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

整理於表3-3。 

 

表3-3：研究問題及其對應之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 

研究問題 理論基礎 研究方法 

（一） 解析《四方報》所擁有

的社會資本為何？ 

社會資本理論、社會資本的結

構、認知與關係面向分析架構 

深度訪談 

參與觀察 

資料分析 

（二） 探討《四方報》運用社

會資本，獲取何種資源？ 

社會資本理論、社會資本的結

構、認知與關係面向分析架

構、資源相關文獻 

深度訪談 

參與觀察 

資料分析 

（三） 評估《四方報》能創造

何種社會價值？ 

社會企業、社會價值創造相關

文獻 

深度訪談 

資料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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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3-1所示，以及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3-2所示： 

 

圖3-1：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四方報》 

資源 

 

人力資源 

財務資源 

社會資源 

社會價值創造 

 

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 

提升環境條件 

觀念的深化 

回饋機制 

社會資本 

 

結構面向 

認知面向 

關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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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問題意識 

文獻、資料蒐集 

確立研究主題 

確立研究目的、問題和方法 

進行文獻探討 

建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確認訪談題綱與訪談對象 

進行深度訪談、參與觀察 

資料分析 

結論與建議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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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資料分析 

 

  《四方報》於2006年創刊，至今仍是全台灣唯一以越文為主、中文為輔的月

刊型報紙。2008年，《四方報》推出泰文版，更於2011年推展「五語倫比計畫」，

陸續創辦印尼、菲律賓、柬埔寨文《四方報》，共五國語言的東南亞定期刊物，

將自身定位為“異鄉人的好朋友”，以在台灣的新移民、工為目標讀者，內容涵蓋：

新聞、評論、法律、急難救助、文化、讀者交流及婚姻與愛情等（越南四方網，

2009；梁瓊丹，2013a）。 

  《四方報》的成立動機，出自於創辦人成露茜一項研究「弱勢發聲」的國科

會計畫，她體認到，台灣社會對新移民、工不夠友善，以及無法提供足夠的閱讀

材料作為這些弱勢接收資訊和發聲的管道，於是召集張正（當時為留職停薪的《立

報》副總編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研究生）、丘德真（《破報》前

主編），以及廖雲章（《立報》副總編輯）共同成立《四方報》，實踐「讓弱勢

發聲」的社會理念，此種精神如同佛雷勒（Paulo Freire）所堅持的一項解放之基

本條件（張正，2012.09.10；張正，2013.10.20）： 

 

「讓被壓迫者發展自己的語言詞彙去述說世界」。 

          －－佛雷勒（Paulo Freire） 

 

  「讓弱勢發聲」是《四方報》的社會目標，同時，衝撞主流媒體長期對於新

移民、工的刻板報導角度（越南四方網，2009）。根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產

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的外籍勞工人數截至2014年2月底

已達49萬2, 444人，其中，以印尼籍最多（21萬6, 151人），越南籍次之（12萬4, 

204人），菲律賓籍第三（9萬1, 342人），以及泰國籍第四（約6萬741人）（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4）。隨著大批的東南亞新移民、工湧入台灣，《四方報》

企圖解決與改善台灣目前兩項社會問題：一是新移民、工離鄉背井，長期處於孤

立無援的狀態；二是新移民、工面臨資訊不對等的社會現況，前述兩項難題使得

新移民、工長期被拒絕於社會權益保障之外，缺乏獲得資訊與發聲的管道（梁瓊

丹，2013a）。 

  《四方報》創辦的資本額來自於創辦人成露茜以個人名義出資50萬。在銷售

通路方面，包含：訂閱與贈閱，並以便利商店作為主要販售通路，售價為每份新

台幣20元（越南四方網，2009；張正，2012.09.10；梁瓊丹，2013a）。在財務方

面，《四方報》透過發行報紙與販售廣告版面賺取營收，使得《四方報》得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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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維持自給自足的狀態（梁瓊丹，2013a）。截至2013年底，越文《四方報》

的發行量已突破每月二萬份，如表4-1所示（張正，2013.10.20）。 

 

表4-1：《四方報》各版概況 

語言 創刊年份 出刊形式 發行量 發行通路 

越文《四方報》 2006年9月 月刊 約兩萬份 
訂閱、贈閱，並於

OK、7-11超商零售 

泰文《四方報》 2008年4月 雙月刊 約五千份 

訂閱、贈閱 
印尼文《四方報》 2011年5月 雙月刊 約三千份 

菲律賓文《四方報》 2011年5月 雙月刊 約三千份 

柬埔寨文《四方報》 2011年5月 季刊 約一千份 

本研究繪表自：〈四方七年，五語倫比：台灣的東南亞語文媒體集團，《四方報》〉，

張正，2013.10.20，「2013社會企業論壇」論文。台灣，台北。 

 

  在組織架構方面，《四方報》隸屬世新大學附設台灣立報社（如圖4-1所示），

由於附設在大學底下，因此受到大學法的管理及監督（張正，顧問／前總編輯，

訪談，2014年3月17日；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年4月5日）。 

 

圖4-1：《四方報》組織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世新大學網站繪製。 

世新大學董事會 

校長 

台灣立報社 

破報 四方報 立報 

學術單位 行政單位 各相關委員會 附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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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報》自 2006 年創刊至今，已有 7 年多的歷史，本研究透過耙梳《四

方報》的發展史（《四方報》發展史請參閱附錄 B），整理出《四方報》各發展

階段與重要事蹟。本研究將《四方報》的發展階段劃分為：「實驗與發展期」、

「成長期」及「轉型期」。「實驗與發展期」是從 2006 年 9 月至 2008 年 4 月。

2006 年 9 月，越文《四方報》經過 3 期的試刊後，於同年 12 月正式創刊，並逐

步增加版面、擴大發行。直到 2008 年 4 月，泰文《四方報》緊接在越文版之後

創刊，本研究稱此階段為《四方報》的「實驗與發展期」。 

  「成長期」是從 2008 年 4 月至 2013 年 7 月。2008 年上半年，《四方報》

達成損益平衡，邁入穩定成長階段。2011 年 5 月，《四方報》從原本發行越文、

泰文版兩種語言的報紙邁向五種語言的報紙同時發行，增加了印尼文、菲律賓文

及柬埔寨文《四方報》。不僅如此，《四方報》也在「成長期」將服務範圍延伸

至舉辦各種形式的「文化行動」，即與新移民、工息息相關的展覽、活動，較具

代表性的包括：「豔驚四方：台灣異鄉人創作展」、[1]「外婆橋計畫」、[2]「五

語+N 學堂」[3]以及「青年田野計畫」。[4]本研究稱此階段為《四方報》的「成長

期」。 

  「轉型期」是從 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四方報》於 2013 年 7 月獲

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文社會企業創新育成扶植計畫」的補助，推出為期三

年的「五語倫比－落實新移民／工台灣文化傳播權計畫」，[5]以及東南亞語歌唱

節目「唱四方」，[6]正式朝「藝文社會企業」轉型，積極跟市場結合，同時繼續

實踐「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目標。「五語倫比－落實新移民／工台灣文化傳播

權計畫」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計畫新增《四方報》的兒童版面與「親

子共讀專刊」，打入教育市場；第二階段計畫打造醫療友善空間與東南亞商

品網購、貨運及金融商品服務，企圖扮演一個政策推動的平台（黃洛斐，策

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 

  《四方報》發展階段與重要事蹟相關整理詳見表 4-2。 

 

表4-2：《四方報》發展階段與重要事蹟 

階段 說明 重要事蹟 

實驗與發展期： 

2006年9月至2008年4月 

 

越文《四方報》於2006

年9月試刊，同年12月創

刊，成為台灣第一個以

越文為主、中文為輔的

移民媒體平台，並逐步

1. 2006 年 9 月，越文

《四方報》試刊。 

2. 2006 年 12 月，越

文《四方報》創刊。 

3. 2008 年，泰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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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版面、擴大發行。 方報》創刊。 

成長期： 

2008年4月至2013年7月 

《四方報》於2008年上

半年達損益平衡，邁入

穩定成長階段，更於

2011年 5月陸續創辦印

尼文、菲律賓文及柬埔

寨文《四方報》。此階

段《四方報》將服務範

圍延伸至舉辦各種形式

的「文化行動」。 

1. 2011年5月，印尼

文、菲律賓文及柬

埔寨文《四方報》

創刊。 

2. 2011年7月，舉辦

「豔驚四方：台灣

異鄉人創作展」。 

3. 2011年7月，執行

「外婆橋計畫」。 

4. 2012年10月，開辦

「五語+N學堂」。 

5. 2013年2月，舉辦

「新移民‧心印象」

及「遇見心故鄉」

畫展。 

6. 2013年6月，執行

「 青 年 田 野 計

畫」。 

轉型期： 

2013年7月至2016年7月 

2013年7月，《四方報》

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

會「藝文社會企業創新

育成扶植計畫」的補

助，推出「五語倫比－

落實新移民／工台灣文

化傳播權計畫」，正式

朝「藝文社會企業」轉

型。 

1. 推出為期三年的

「五語倫比－落實

新移民／工台灣文

化傳播權計畫」。 

2. 2013年7月，推出全

東南亞語歌唱節目

「唱四方」。 

本研究整理自：越南四方網（2009）；蔡坤成（2011.12.18）；維基百科（2013.02.17）；

何定照（2013.10.21a）；何定照（2013.10.21b）；李宜霖（2013.07.31）；梁瓊

丹（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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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社會企業型媒體《四方報》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在人力、財務資

源的限制下，《四方報》開創出一種有別於商業媒體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和非

營利媒體依賴補助和捐款的社會企業模式，實踐「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目的。本

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深入了解《四方報》於各發展階段中，與組織外

部利害關係人所構成的網絡結構，以及網絡結構中所蘊含的社會資本，並進一步

了解《四方報》如何運用社會資本，為組織引進資源及創造社會價值。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是《四方報》的社會資本分析，分別從社會資本的

結構、認知和關係面向，解析《四方報》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第二節是《四方報》

運用社會資本引進資源之探討，解析《四方報》如何運用社會資本引進人力、財

務和社會資源。第三節是《四方報》的社會價值創造，分別從解決或改善社會問

題、提升環境條件、觀念的深化，以及回饋機制四個面向，解析《四方報》所創

造的社會價值。 

 

第一節、 《四方報》的社會資本分析 

  Nahapiet & Ghoshal（1998）所提出的社會資本分析架構，涵蓋結構、認知

和關係三個面向，本研究以此架構分析《四方報》與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所構成

的網絡結構；網絡成員為達成集體共識所產生對於行為意義的解讀、討論及價值

觀，以及網絡成員經過互動之後所產生的信任、規範、義務與期待及認同關係。

社會資本的結構、認知和關係面向，構成了《四方報》的社會資本內涵，再進一

步影響《四方報》對外獲取資源的程度與彈性，以及社會價值的創造。 

 

一、 《四方報》的結構資本分析 

  Nahapiet & Ghoshal（1998）所提出的社會資本結構面向，聚焦於網絡的特

性：網絡關係、網絡型態與組織的適用性。據此，本研究從媒體經營者的角度，

解析《四方報》與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所構成的網絡結構，並以此網絡結構當中

的成員（《四方報》內部成員及《四方報》外部利害關係人）、內部成員對外獲

取資訊的管道、網絡的密度、網絡的連結度、網絡的階級特性、成員的人脈轉換

為具有價值的資源，作為分析《四方報》結構資本的重點。 

 

（一） 《四方報》的內部成員 

  《四方報》於「實驗與發展期」以低成本和精簡人力上路，主要原因是《四

方報》隸屬於世新大學台灣立報社的組織特性，獲得了台灣立報社在會計、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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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電腦中心各單位的協助，與台灣立報社共享辦公室、設備、印刷廠和部分

行政人員，而減輕了《四方報》於創辦初期的經濟和人力編制負擔（張正，顧問

／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在受訪時指出，《四方

報》於「實驗與發展期」高度仰賴志工，編輯部人員皆是由不支薪的志工所組成。

創辦初期，當時擔任總編輯一職的張正，透過雅虎奇摩部落格招來了越南華僑羅

漪文，成為《四方報》的第一位志工，負責翻譯、選稿及校對的工作。另外，張

正透過南洋姐妹會找來了南洋姐妹會創會會員之一的阮舒婷，擔任越文志工；《立

報》副總編輯廖雲章則協助招募志工並擔任《四方報》的發言人，以及蔣為文教

授和阮玉湓等人，無償提供稿件（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隨著訂戶與廣告客戶穩定上升，《四方報》編輯部人員開始支領薪水，同時

增添人手（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由於《四方報》

是東南亞語言的報紙，而組織內部的編輯群並不熟悉東南亞語言，為了突破“文

盲辦報”的困境，《四方報》在創辦初期邀請了東南亞籍配偶、在台求學的東南

亞留學生和華僑，擔任翻譯的志工（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另一方面，新移民、工不僅是《四方報》最忠實的讀者，同時也成

為大量讀者投書版面的內容生產者。 

  《四方報》於「成長期」，從原本發行越文、泰文兩種語言的報紙，邁向五

種語言的報紙同時發行，增加了印尼、菲律賓和柬埔寨文版，於是內部人力倍增

（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創辦人成露茜於 2010

年初辭世，由成嘉玲繼任發行人、原報社顧問魏瀚接任社長，當時的總編輯張正

邀請外省台灣人協會前秘書長黃洛斐，擔任策略發展總監，專門負責籌措營運所

需的資金，並增聘印尼、菲律賓、柬埔寨編譯人員和美編，方形成日趨完整的組

織架構（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2013 年 7 月，《四方報》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文社會企業創新育成

扶植計畫」的補助，推出為期三年的「五語倫比－落實新移民／工台灣文化傳播

權計畫」，正式朝「藝文社會企業」轉型。同年 8 月，張正辭去總編輯一職，轉

任顧問，編務部份由專案經理陳大衛兼任，其他組織內部人力則延續「成長期」

的規模。 

  《四方報》在營運過程中，逐步拓展組織規模，形成目前完整的組織架構，

如圖 4-2 所示。組織規模約在 20 人左右，台灣人與新移民、工比例各佔一半，

管理階層包含：發行人、社長、顧問、策略發展總監，以及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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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分為：編輯、發行、業務及行政部門，除正職員工外，《四方報》改變過去

仰賴志工的人力編制形式，改由聘請外部的兼職編譯和由各國留學生組成的工讀

生來維持營運，並給予一定的報酬（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 

 

圖 4-2：《四方報》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訪談內容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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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Nahapiet & Ghoshal（1998）針對社會資本結構面向的論述，組織內部

個人的人脈可以運用到其所服務的組織當中，稱為（社會資本於）「組織的適用

性」，提供了組織成員近用資訊的有效網絡。據此，《四方報》內部成員的人脈，

能轉換為具有價值的資源，為《四方報》帶來多元的資訊，並進一步影響外部資

源的引進。 

  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在受訪時指出，

個人過往的人脈能夠轉移到《四方報》，他進一步說明，他過往的人脈是集中在

社服、社工、新聞、公關與空間方面，因此將這些各方面的人脈轉移到《四方報》

的組織營運當中，另外，他過去在新聞編採上的經驗、知識也能透過傳授給其他

編輯部成員，讓組織整體的新聞產製方向有一個更健全的發展。根據黃洛斐（策

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的說法，《四方報》網絡結構的擴散，

主要是透過《四方報》內部成員本身的朋友圈擴散出去，此種網絡結構的擴大，

使得《四方報》對外獲取資訊、資源的管道更為多元，以及有效提升《四方報》

的知名度。 

 

我們把個人身上過往的人脈，轉移到《四方報》身上。我過往的人

脈是集中在社服、社工、新聞、公關、空間方面，我把這些人脈資

源綁在《四方報》身上。另一個是知識資源，過往《四方報》一直

沒有人教他們新聞編採技巧，現在，我不但傳授，還逼他們趕快學

會（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年 4月 5日）。 

 

（《四方報》人際、社會網絡的擴大）圍繞著我們原本的朋友圈子

擴散出去，能見度快速成長，我們利用這種聲勢，讓社會大眾看到

這份報紙（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年 3月 24日）。 

 

  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以七年多來的自身經驗

指出，他在對外溝通時，企圖讓對方想到張正這個人，就會自動連結到《四方報》

「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此種將《四方報》的社會理念內化為自身一部份的

做法，有助於組織對外關係的建立，進而為組織帶來豐富的資訊與資源。張正（顧

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舉例說明，南洋姐妹會的創辦人夏曉

鵑老師，是《四方報》對外接觸的一個重要管道，透過夏曉鵑老師，張正接觸南

洋姐妹會的成員、族群和諧基金會，以及誠致教育基金會的董事長方新舟，從這

個例子看來，南洋姐妹會作為《四方報》網絡結構中的一個截點，不僅擴大了《四

方報》的社會網絡結構，更進一步創造《四方報》對外引進資源的機會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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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自己跟這個理念綁在一起，這個理念夠純粹、強大了，做出一

些事情了，再去跟 XXX講你給我一點錢，他才會同意。夏曉鵑老師

是很重要往外接觸的管道，透過曉鵑有南洋姐妹會、族群和諧基金

會，後來支援我們很多的方新舟。曉鵑願意介紹這些人、資源來，

是因為我們認識，知道我在做甚麼事情（張正，顧問／前總編輯，

訪談，2014年 3月 17日）。 

 

  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在受訪時則強調人脈對

於《四方報》的重要性，他舉例，透過與菲台組織（Philtai Organization）創辦人

的人際關係，[7]得到了許多關於報章內容改進的意見，以及透過此組織得到了大

量的讀者來稿，這些來稿更在日後成為了《四方報》戀愛、婚姻故事版面的主要

稿件來源。從這個例子看來，《四方報》內部成員對外人際關係的建立，有助於

引進資訊，進而成為《四方報》新聞編採實務上的優勢。 

 

沒有這些人脈，就沒有《四方報》。對我最重要的組織是 Philtai 

Organization（菲台組織），創辦人叫黃琦妮，菲律賓《四方報》幫

助最多的一位死忠讀者，她跟菲律賓翻譯討論甚麼地方要改進，請

其他菲律賓媽媽們寫她們的戀愛、婚姻故事，然後變成了一個固定

版面（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月 20日）。 

 

  根據 Burt（1997, 2005）所提出的「結構洞」理論，在結構中占據「橋梁」

位置，能享有控制資訊的優勢。據此，《四方報》扮演台灣社會與新移民、工之

間的橋樑角色，在新移民、工的議題上，享有對外獲取資訊的優勢，形成組織重

要的社會資本。 

  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在受訪時指出，作為台

灣社會與新移民、工之間的橋樑，有利於獲取從新移民、工和社運團體而來的資

訊。隨著政府對於新移民、工議題的關注度逐年增加，所投入的資源亦隨之成長，

《四方報》扮演著台灣社會與新移民、工之間的橋樑角色，藉由搶先政府單位得

到新移民、工的現身說法等一手資訊的情況下，有利於爭取政府單位的各項資金

補助（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由於《四方報》在

新移民、工圈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例如：台灣國際勞

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ation, TIWA）、菲台組織（Philtai 

Organization）、南洋姐妹會與天主教會等，皆選擇透過《四方報》進行宣傳，

前述團體選擇《四方報》的原因，主要是相信《四方報》針對新移民、工議題宣

傳的效力，並且能避免這些訊息被淹沒在主流媒體大量的訊息當中（蔡秉諭，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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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寨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9 日）。 

 

作為台灣社會跟外籍新住民的溝通橋樑，獲取資訊非常快速，這個

資訊會帶來資源。《四方報》搶先政府單位獲得資訊時，我們可以

走在一個社會前端，然後光明正大去跟政府或是其他單位說，我們

可以拿這些錢，因為我們知道怎麼幫助這些人（李岳軒，菲律賓文

主編，訪談，2014 年 3月 20日）。 

 

《四方報》有一定的影響力、讀者，透過《四方報》效益會大一點。

政府、NGO、南洋姐妹會、天主教會、移工團體、TIWA、菲台組

織，傾向透過《四方報》進行宣傳（蔡秉諭，柬埔寨文主編，訪談，

2014年 4月 9日）。 

 

（二） 《四方報》的外部利害關係人 

  《四方報》於「實驗與發展期」的外部利害關係人，主要包含：印刷廠、贈

閱據點、贊助單位和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 

  在印刷方面，《四方報》於創辦初期，仰賴《立報》印刷廠進行印刷，隨著

印量增加，《四方報》連同《破報》至《蘋果日報》印刷廠商榷印刷事宜，由於

當時《四方報》的廣告量已足夠支付較昂貴的印刷費用，因此，《四方報》自

2008 年 2 月開始，交由《蘋果日報》印刷廠負責印刷（張正，顧問／前總編輯，

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在贈閱據點方面，《四方報》從創辦初期至今，採取「贈閱」與「訂閱」雙

軌並行的發行方式，因此，《四方報》積極開拓贈閱據點，讓新移民、工透過這

些贈閱地點免費索取《四方報》，以及開發潛在訂戶。創辦初期，以東南亞小吃

店、商店作為主要的贈閱據點，遍及全台灣各地（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

2014 年 3 月 17 日）。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在受

訪時描述，他於創辦初期經常自行開車到桃園後火車站等新移民、工聚集較為密

集的地方，拜訪東南亞小吃店、商店，藉以開拓贈閱據點，一些中南部較遠的地

區則透過郵局代勞。隨後，透過人脈關係，《四方報》陸續開拓了東南亞小吃店、

商店以外的贈閱據點，包含：亞藝影音門市（中南部）、阿羅哈客運、社區大學、

跨國匯款公司門市、民進黨各縣市黨部、政府單位、非營利組織、杏一醫療（自

2009 年 1 月終止合作關係）、農漁會、老人會、安養機構、脊髓損傷者全台分

會等（張正，2008；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以亞

藝影音此一贈閱據點為例，由於它是連鎖商店，因此，只要談好一家就能擴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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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連鎖商店皆成為擺放報紙的據點，成為快速擴大贈閱據點的策略。 

 

亞藝影音是連鎖店，談好一個，我可以放 50 或 100個點，那是我的

策略（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月 17日）。 

 

  在贊助單位方面，《四方報》於創辦初期，主要爭取到三項補助，包含：社

會發展文教基金會補助 50 萬、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會／司法改革基金會補助

120 萬，以及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台北市社區銀髮族服務協會補助 20

萬（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張正，2008）。其中，

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是由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老師所組成，《四方報》創

辦初期之資本額源於此；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會／司法改革基金會提供專案補

助，審核各界提出有利於族群融合的申請計畫，《四方報》提出的「東南亞語文

定期刊物出版計畫」通過此項補助；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台北市社區銀

髮族服務協會則是透過在《四方報》開設「照護專版」的方式提供補助（張正，

2008）。 

  在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方面，《四方報》的目標讀者鎖定台灣的越南、泰

國新移民、工，他們不僅是《四方報》要協助的對象，亦是《四方報》最主要的

消費者，同時成為讀者投書版面主要的稿件提供者，供應大量新移民、工在台灣

的心情故事和生活經歷。 

  《四方報》於「實驗與發展期」之網絡結構圖如圖 4-3 所示。 

 

圖 4-3：《四方報》於「實驗與發展期」之網絡結構圖 

 

四方報 

A. 印刷
廠 

B. 贈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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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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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印刷廠 
 《立報》印刷廠 

 《蘋果日報》印刷廠 

B. 贈閱地點 

 東南亞小吃店、商店 

 亞藝影音門市 

 阿羅哈客運 

 社區大學 

 跨國匯款公司門市 

 民進黨各縣市黨部 

 政府單位 

 非營利組織 

 杏一醫療 

 農漁會 

 老人會 

 安養機構 

 脊髓損傷者全台分會 

C. 贊助單位 

 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 

 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會／司法改

革基金會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台北

市社區銀髮族服務協會 

D. 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  越南、泰國新移民、工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訪談內容繪製。 

 

  《四方報》於「成長期」的外部利害關係人，主要包含：印刷廠、贈閱據點、

銷售據點、各「文化行動」之合作夥伴、贊助單位與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 

  在印刷方面，越文《四方報》自 2008 年 2 月開始，一直交由《蘋果日報》

印刷廠負責印刷。泰文、印尼文、菲律賓文及柬埔寨文《四方報》的情況則較為

複雜，2008 年 2 月至 2012 年由《蘋果日報》印刷廠負責印刷，之後，於 2012

至 2013 年間中，有一年的時間是由《立報》印刷廠負責印刷。2013 年起，泰文、

印尼文、菲律賓文，以及柬埔寨文《四方報》，改由華城印刷廠負責印製（李岳

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 

  在贈閱地點方面，在「實驗與發展期」所奠定的基礎下，加入了長榮航空此

一贈閱據點，於長榮航空飛往印尼、菲律賓、柬埔寨、越南和泰國的班機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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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贈閱服務（張正，2008；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在銷售據點方面，為了擴大發行通路、接觸更多在台的新移民、工，《四方

報》於「成長期」積極開拓銷售據點，依序包括：全台 OK 便利商店、AMAZON

網路書店、全台全虹電信門市（2011 年 1 月結束合作關係）、萊爾富便利商店，

以及全台 500 家 7-11 便利商店（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在受訪時指出，便利

商店此一重要的銷售通路，最初是透過《蘋果日報》的關係，才能順利談妥，由

於《四方報》與《蘋果日報》在印刷方面，屬於合作的關係，因此，《四方報》

透過《蘋果日報》，先從規模較小的 OK 便利商店開始談上架事宜，而後於 2009

年 1 月正式在 OK 便利商店上架。接著，萊爾富便利商店透過勤力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負責發行台灣壹傳媒出版有限公司《壹週刊》、《蘋果日報》等出版品），

詢問《四方報》的上架意願，於是，《四方報》於 2010 年 5 月於萊爾富便利商

店上架，《四方報》於此階段已成功取得萊爾富便利商店的 1200 多個銷售據點，

以及 OK 便利商店的 800 個銷售據點，總計在全台灣的便利商店通路上佔了 2000

個銷售據點，於是暫緩擴大銷售據點的計畫。至於台灣便利商店的龍頭老大 7-11

便利商店，則是透過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鍾起惠老師，出自於認同《四方報》的

社會理念，於是致電詢問當時統一超商的總經理徐重仁，要求上架，使得《四方

報》成功取得 500 家 7-11 便利商店作為銷售的據點（張正，顧問／前總編輯，

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萊爾富 1200 多個點，OK800 個點，全台灣 2000 個點，其實已經夠

了。後來是鍾起惠跟徐重仁說，7-11的採購就打電話來跟我談說 500

個點。鐘老師認同我們的概念、在做的事情，願意幫我們說這個話

（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年 3月 17日）。 

 

  在「文化行動」方面，目的是要拓展《四方報》於新移民、工圈與台灣社會

的知名度，透過不斷地接觸相關的單位和個人，連結各方的資源，來推動計畫的

執行（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四方報》於「成

長期」最主要的活動包含：「豔驚四方：台灣異鄉人創作展」、「外婆橋計畫」、

「五語+N 學堂」與「青年田野計畫」。 

 

辦活動要不停地接觸新的人。目的是要打開知名度，不只在外勞圈，

是台灣社會的知名度，架很多橋樑跟梯子出去，讓台灣社會更認識

《四方報》（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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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豔驚四方：台灣異鄉人創作展」來說，是藉由新移民、工的畫作促成新

移民、工與台灣社會的交流，畫展並沒有固定的合作對象，主要透過理念的推廣，

逐漸吸引各單位的加入，包含：虎尾厝沙龍獨立書店、洪建全文教基金會、新北

市新店區大豐國小、國民黨青年團，以及民進黨台北市市黨部（林周熙，泰文主

編，訪談，2014 年 4 月 3 日）。以「外婆橋計畫」為例，主要涉及的組織外部

利害關係人包含：全額出資贊助此計畫的誠致教育基金會；協助招募台灣老師、

新移民子女和新移民媽媽的學校單位，以及贊助機票的長榮航空公司（張正，顧

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以「五語+N 學堂」為例，主要是由香港華僑陳就娣女士紀念中

心免費提供場地、支付講師費用，開辦東南亞語言學習課程，《四方報》於此計

畫則負責師資與學生的招募（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以「青年田野計畫」為例，主要的合作對象包括：中華外籍配偶暨勞工之聲協會，

以及民主基金會，《四方報》於此計畫中，主要的任務是到各大專院校舉辦活動

說明會及舉辦成果發表會，目的是讓大專生以公民記者的身份，報導新移民、工

在台灣的處境和心路歷程，藉以拓展多元文化、撫平社會上歧視東南亞族群的現

象（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賴品潔，印尼文主編，

訪談，2014 年 4 月 9 日）。 

  在贊助單位方面，《四方報》於「成長期」的補助，主要來自於四個單位：

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以

及行政院勞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其中，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的補助在金錢

的運用上較為靈活，對《四方報》的幫助甚大；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的補

助則運用在專案人士費用與業務費上面，以及為期三年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補

助是運用在人事案的費用（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

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在受訪時指出，《四方報》

在對外尋求贊助時，傾向於多年期的案子，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跟補助單位建立一

個長期的信賴關係。 

 

尋求補助的前提是儘量是多年期的案子，我覺得比較能跟我們的補

助單位建立一個長期的信賴關係（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

2014年 3月 24 日）。 

 

  在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方面，《四方報》於「成長期」擴大服務的族群，

除了在台的越南、泰國籍新移民、工外，加入了印尼、菲律賓及柬埔寨族群，使

得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的對象更為多元，同時，透過各項「文化行動」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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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促進台灣人與新移民、工之間的交流與了解。 

  《四方報》於「成長期」之網絡結構圖如圖 4-4 所示。 

 

圖 4-4：《四方報》於「成長期」之網絡結構圖 

 

A. 印刷廠 

 《立報》印刷廠 

 《蘋果日報》印刷廠 

 華城印刷廠 

B. 贈閱地點 

 東南亞小吃店、商店 

 亞藝影音門市 

 阿羅哈客運 

 社區大學 

 跨國匯款公司門市 

 民進黨各縣市黨部 

 政府單位 

 非營利組織 

 杏一醫療 

 農漁會 

 老人會 

 安養機構 

 脊髓損傷者全台分會 

 長榮航空 

C. 贊助單位  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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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行政院勞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D. 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 
 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柬埔

寨新移民、工 

E. 銷售據點 

 OK 便利商店 

 AMAZON 網路書店 

 全台全虹電信門市 

 萊爾富便利商店 

 7-11 便利商店 

F. 文化行動合作夥伴 

 虎尾厝沙龍獨立書店 

 洪建全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小 

 國民黨青年團 

 民進黨台北市市黨部 

 誠致教育基金會 

 學校單位 

 長榮航空公司 

 香港華僑陳就娣女士紀念中心 

 中華外籍配偶暨勞工之聲協會 

 民主基金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訪談內容繪製。 

 

  《四方報》於「轉型期」的外部利害關係人，主要包含：印刷廠、贈閱地點、

銷售據點、「文化行動」之合作夥伴、各轉型計畫案之合作夥伴、贊助單位及社

會公益對象／消費者。 

  在印刷廠方面，越文《四方報》於「轉型期」持續送往《蘋果日報》印刷廠

印刷，泰文、印尼文、菲律賓文、柬埔寨文《四方報》則由華城印刷廠印製（李

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 

  在贈閱地點方面，奠基於過往贈閱據點的基礎，陸續將贈閱據點擴增至圖書

館、政府單位、非營利組織，以及東南亞小吃店、商店（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

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 

  在銷售據點方面，除了越文《四方報》於 OK 及部分 7-11 超商零售外，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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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印尼文、菲律賓文，以及柬埔寨文《四方報》，僅以訂閱、贈閱的方式發行。 

  在「文化行動」之合作夥伴方面，於「轉型期」除了持續執行「外婆橋計畫」

外，「豔驚四方：台灣異鄉人創作展」、「五語+N 學堂」與「青年田野計畫」

皆暫停執行，並推出全台首個東南亞語言歌唱節目「唱四方」，此節目主要涉及

的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包含：擁有電視經驗與人脈的外籍勞動者協會理事長徐瑞

希，以及具有左派意識的辣四喜影像工作室（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在各轉型計畫案之合作夥伴方面，《四方報》於「轉型期」為了推動親子共

讀專刊、醫療友善空間與東南亞商品網購、貨運及金融商品服務等計畫，對外增

加了合作、結盟的對象，包括：在台的新移民、工服務團體、相關服務體系、商

業組織、政府單位，以及雇主等，嘗試建立一個更友善新移民、工的支持體系，

而《四方報》在體系當中則扮演一個整合性媒體平台的角色（黃洛斐，策略發展

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以親子共讀專刊計畫為例，陳大衛（專案經

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在受訪時表示，此項計畫增添了五名

支薪的內部專案人員，並且採取有別於讀者投書版面的作法，將讀者納入組織內

部寫手群的一部分，進言之，寫手群可提供稿件、照片、錄音檔等內容給《四方

報》，而《四方報》將給予稿費，相等於賦予了這些寫手群公民記者的身份。以

醫療友善空間為例，《四方報》獲得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醫療改革基金

會的支持，計畫以耕莘醫院作為示範點，在院內增加東南亞語言的路標、在藥袋

上標示東南亞語言等，試圖建立一個更友善新移民、工的醫療環境，解決新移民、

工在醫療上所遭遇的困境（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

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至於東南亞商品網

購、貨運及金融商品服務等計畫，則仍在籌劃階段。 

  在贊助單位方面，《四方報》於「轉型期」的贊助單位包含：社會發展文教

基金會、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以及一些要求不對

外公開的「隱形贊助單位」（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在受訪時

說明，《四方報》於「轉型期」，暫不考慮跟一些懷有商業目的的贊助單位合作，

主要是為了避免過於豐厚的利潤，衝擊《四方報》的社會目的與媒體本位的角色。 

 

隱形的贊助單位，他們希望先做，如果覺得可行就支持，然後不要

告訴別人是誰支持。我一直讓他們吃閉門羹的，是懷有目的要贊助

的單位，一旦開放會帶來豐厚的利潤，現階段沒有接受考驗的能力

跟籌碼（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年 4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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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方面，除了以在台的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

以及柬埔寨籍新移民、工作為目標對象外，《四方報》將讀者群擴大至新移民二

代，藉以讓更多的人認識《四方報》，並促進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工的交流與

理解（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黃洛斐，策略

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阮舒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1

日）。 

  《四方報》於「轉型期」之網絡結構圖如圖 4-5 所示。 

 

圖 4-5：《四方報》於「轉型期」之網絡結構圖 

 

A. 印刷廠 
 《蘋果日報》印刷廠 

 華城印刷廠 

B. 贈閱地點 

 東南亞小吃店、商店 

 亞藝影音門市 

 阿羅哈客運 

 社區大學 

 跨國匯款公司門市 

 民進黨各縣市黨部 

 政府單位 

 非營利組織 

 農漁會 

 老人會 

 安養機構 

四方報 

A. 印
刷廠 

B. 贈閱
地點 

C. 贊助
單位 

D. 社會
公益對
象／ 

消費者 

E. 銷售
據點 

F. 文化
行動合
作夥伴 

G. 轉型
計劃案
合作夥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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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髓損傷者全台分會 

 長榮航空 

 圖書館 

C. 贊助單位 

 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隱形贊助單位」 

D. 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 

 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柬埔

寨新移民、工 

 新移民二代 

E. 銷售據點 
 OK 便利商店 

 7-11 便利商店 

F. 文化行動合作夥伴 

 誠致教育基金會 

 學校單位 

 外籍勞動者協會理事長徐瑞希 

 辣四喜影像工作室 

G. 轉型計劃案合作夥伴 

 在台的新移民、工服務團體 

 相關服務體系 

 商業組織 

 政府單位 

 雇主 

 讀者組成的寫手群 

 耕莘醫院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訪談內容繪製。 

 

  綜合《四方報》於創辦初期、成長期及轉型期的結構資本而言，《四方報》

整體的網絡結構由內部成員與外部利害關係人所構成，並以組織為中心，逐步往

外拓展。隨著組織規模、服務對象、服務範圍的擴大，《四方報》整體網絡結構

亦隨之往外拓展。《四方報》除了對內逐步擴展組織規模外，亦對外建立各種關

係的連結，透過與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的各種合作、結盟關係之建立，有助於組

織各項營運計劃的推行，再進一步影響《四方報》對外獲取資源的程度與彈性，

以及社會價值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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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方報》的認知資本分析 

  Nahapiet & Ghoshal（1998）所提出的社會資本認知面向，重點在於理解網

絡結構中的成員如何透過語言、符號和敘事，進行意見的交換和討論，藉以促成

資源的交換與知識的共享。此部份針對《四方報》的認知資本進行分析，重點在

於理解《四方報》與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對於行為意義的解讀、討論及價值觀，

藉以促進群體共同目標的了解和共識的達成。 

  社會企業型媒體《四方報》是為實踐「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目的而存在。在

組織營運過程中，網絡結構中的成員必須透過語言、符號和敘事，針對「讓弱勢

發聲」的社會理念，進行意見的交換和討論，藉以促進網絡成員對於共同目標的

了解和共識的達成。《四方報》網絡結構中的成員經過意見的交換與溝通互動後，

產生了五種東南亞語言的實體報紙，並從實體報紙平台延伸出各項「文化行動」

和轉型計畫，具體實踐「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 

 

我們會很堅持，而且會不斷地說，也不斷地做到我們所謂的理念：

「讓弱勢發聲，重視新移民、工的價值，重視多元文化」，我們不

斷地說這件事情，而且我們用各種形式來實踐這個事情（張正，顧

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年 3月 17日）。 

 

  在議題呈現上，《四方報》具有明確的立場，即站在對新移民、工有利的立

場發聲。從《四方報》長期以來關注逃跑外勞的議題與新聞的敘事脈絡，可見《四

方報》選擇站在聲援逃跑外勞的角度，讓逃跑外勞透過《四方報》的常態性版面

－－「逃」現身說法，將逃跑外勞議題視為因法規與政策缺失所造成的結構性問

題（張正，2013.10.20）。2010 年，《四方報》以台灣地圖作為第十二期的封面

（如圖 4-6 所示），以〈你在哪裡？為什麼非逃不可？〉作為主題，向新移民、

工徵稿。「逃」版面吸引了逃跑外勞大量的稿件，促成《四方報》與逃跑外勞的

對話與交流，以台灣地圖作為封面的用意在於，讓逃跑外勞知道自己身處何方（阮

舒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1 日）。「逃」版面讓逃跑外勞的心聲與

逃跑的過程等一手資訊不至於埋沒在訊息海之中，使得逃跑外勞同樣擁有發聲的

平台（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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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四方報》第十二期封面：你在哪裡？為什麼非逃不可？ 

 

圖片來源：〈“有了報紙，老闆變沒那麼壞”台灣四方報賦予越泰外勞力量〉，李

永杰，2010.06.26，取自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35630 

 

  跨國婚姻是另一個《四方報》長期關注的議題。主流媒體再現的東南亞「外

籍新娘」往往被灌上「無可奈何的受害者」或是「唯利是圖的吸血鬼」的負面形

象（夏曉鵑，2001：166），《四方報》採取有別於主流媒體汙名化外籍配偶的

新聞報導方向，來看待台灣與東南亞跨國婚姻中的「離婚」現象，認為東南亞的

外籍配偶一樣擁有離婚的權利，不應被歧視（張正，2013.10.20）。《四方報》

對於逃跑外勞、跨國婚姻中的離婚議題，並沒有止於實體報紙平台，長期累積的

讀者來稿匯集成兩部著作－－《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和《離：我們的買

賣，她們的一生》，分別於 2012 年與 2013 年出版，透過著作書籍將接觸對象延

伸至整個台灣社會的一般大眾。 

  另一個展現《四方報》立場的例子是，《四方報》積極參與每兩年舉辦一次

的「移工大遊行」。在遊行的過程中，《四方報》不僅扮演媒體的角色，同時也

是社會運動的第一線參與者（圖 4-7 為《四方報》針對 2013 年「移工大遊行」

的封面設計）。長期參與「移工大遊行」的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在受訪時以“搏感情”來形容《四方報》與外籍勞工強烈的情感連

結，他表示，由於台灣人對於移民、工的議題關注度並不高，形成多年以來「移

工大遊行」的參與者以外籍勞工為主，多數的台灣人則置身事外的情況，《四方

報》同仁的參與，代表著《四方報》跟新移民、工站在同一陣線，以實際行動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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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四方報》支持新移民、工的立場。 

 

那一種情感的連結，我覺得是很強烈的，我們這種跟他們“搏感情”

的，當然就是走到他們的隊伍裡面去，宣示我們跟你站在同一個陣

線（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月 20日）。 

 

2013年 12月 15 日，研究者與《四方報》同仁手持《四方報》大旗，

高喊「反血汗！要長照！」，不畏風雨走向凱道。研究者親身站在

遊行隊伍裡，引來外籍移民、工好奇的目光：妳不是外籍勞工，為

何站在遊行隊伍裡面？這些外籍移民、工卻也因著這份好奇心，認

識了《四方報》。一些已經知道《四方報》的東南亞移民、工，甚

至和《四方報》的同仁親切打招呼、表達感謝。《四方報》同仁參

與每兩年一度的移工遊行，意義不僅在於以實際行動表達立場，還

建立了《四方報》與新移民、工深厚的情感連結。《四方報》不是

一份冷冰冰的實體報紙，此種與新移民、工站在同一陣線“搏感情”

的情感，增添了《四方報》握在新移民、工手中時的溫度。 

－－田野筆記，2013年 12月 15 

 

圖 4-7：《四方報》第十七期封面：反血汗要長照！－－2013 年移工大遊行 

 

圖片來源：《四方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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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容呈現方面，隨著讀者群的擴大與讀者需求的轉變，《四方報》與時並

進地逐步調整內容比例。《四方報》於「實驗與發展期」的目標讀者鎖定為：「無

法上網、不諳中文、居留台灣的越南、泰國民眾」；「成長期」的目標讀者擴充

至五國在台的新移民、工，包含越南籍、泰國籍、印尼籍、菲律賓籍與柬埔寨籍

的新移民、工；「轉型期」的目標讀者除了在台灣的五國新移民、工與新移民二

代外，還企圖讓台灣人也能透過《四方報》增進對於新移民、工的了解。 

  創辦初期至「成長期」期間，大量的尋人、尋友、心情投書湧入《四方報》

編輯部，「四方尋友」此一版面受到讀者熱烈的迴響。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

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在受訪時指出，讀者投書版面撐起了過去的《四

方報》，新移民、工透過讀者投書版面抒發心情、獲得安慰，促進了東南亞讀者

間彼此的連結。此外，新移民、工投稿至《四方報》時，習慣在稿件的下方留下

本身的姓名與聯絡方式，等於是提供了新移民、工更進一步彼此聯繫的實際管道，

形成《四方報》讀者投書版面的一大特色（阮舒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1 日）。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達，平面報紙受到極大的衝擊，《四方報》也不例外。過

去，新移民、工仰賴實體報紙作為相互交流及獲取資訊的平台，因著智慧型手機

在新移民、工圈的普及化，新移民、工可隨時聯繫友人與瀏覽新聞網站的資訊，

使得《四方報》不得不調整讀者投書在報紙內容中所佔的比例（陳大衛，專案經

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於是，《四方報》於「轉型期」逐

步減少讀者投書的篇幅，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新移民、工需要的資訊，特別是法令、

生活資訊，以及針對台灣人和新移民二代的內容，換言之，《四方報》於「轉型

期」持續「讓弱勢發聲」，同時加強資訊的提供（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

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阮

舒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1 日）。 

  在社會理念的傳遞上，創辦初期，《四方報》以實體報紙作為最強而有力的

宣傳工具，將移民、工手寫的文章直接刊登在報紙上的讀者投書版面，不僅以「讀

者發聲」、「讀者即為記者」的理念，實踐「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目標，並提供

了新移民、工一個彼此交流的平台（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在宣傳策略上，《四方報》採取「游擊式推廣」，打入新移民、工的生活圈，

藉以開發潛在讀者群。此種「游擊式推廣」是《四方報》特殊的宣傳方式，是一

種沒有計畫性的掃街推廣，透過組織內部成員隨身攜帶報紙，深入新移民、工常

出現的場所，通常是東南亞小吃店、公園等，每當遇到來自東南亞的朋友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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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掏出隨身攜帶的《四方報》送給這些來自東南亞的朋友，並且向他們介紹《四

方報》這份報紙，以及背後的社會理念（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在進行「游擊式推廣」的過程中，實體報紙成為最有說服力的

工具，原因是《四方報》寫著新移民、工熟悉的母語，打破了語言溝通上的障礙。

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說明，《四方報》就像是內

部成員的名片，每向新移民、工介紹一次，就等於是開發一位讀者，此種面對面

的推廣過程，拉近了《四方報》與讀者的距離，包含阮舒婷與蔡秉諭等內部成員，

皆採取此種「游擊式推廣」，將《四方報》「讓弱勢發聲」的理念傳遞出去。 

 

《四方報》就像我們的名片一樣，他（新移民、工）看到《四方報》

就會開始好奇。講一次，就是開發一個（讀者）（張正，顧問／前

總編輯，訪談，2014年 3月 17日）。 

 

離我家比較近的一些公園、小吃店，我都會帶著報紙去推廣（阮舒

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年 4月 1日）。 

 

一開始是非常原始的方法，站在街上，對移民、工發送報紙（蔡秉

諭，柬埔寨文主編，訪談，2014年 4月 9日）。 

 

  經過創辦初期以報紙作為最強大的宣傳工具，以及深入新移民、工生活圈的

「游擊式推廣」，《四方報》於「成長期」已經累積了一定的讀者人數和知名度。

《四方報》於「成長期」持續拓展讀者群與知名度，除了從兩種東南亞語言擴充

至五種東南亞語言的平面報紙外，還加入了「文化行動」的實踐，將服務範圍延

伸至各種與新移民、工息息相關的活動與展覽，作為新移民、工與台灣社會溝通

的橋樑（蔡秉諭，柬埔寨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9 日）。「文化行動」的

實踐，目的是以實體報紙以外的虛擬平台，來媒合各界的資源與支持，除了讓新

移民、工透過報紙的投書版面持續發聲外，更透過各種「文化行動」，促成新移

民、工與台灣社會的交流與相互理解（林周熙，泰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3

日）。「文化行動」的實踐意味著《四方報》的宣傳管道增加了，所能觸及的讀

者族群也跟著擴大，藉由語言與服務範圍的擴展，強化《四方報》「讓弱勢發聲」

的社會理念之推廣。 

 

我們的目標讀者基本上是知道有這一份媒體，所以我們要擴大這一

份媒體的功用，我們除了傳達他們的聲音外，還要做一個溝通的橋

樑（蔡秉諭，柬埔寨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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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行動」的目的是要媒合大家，有別於報紙，是一種虛擬的平

台，讓台灣人跟不同的文化可以湊合在一起（林周熙，泰文主編，

訪談，2014年 4月 3日）。 

 

以前只有越南人、泰國人知道《四方報》，現在印尼籍、菲律賓籍、

柬埔寨籍也加進來，所以語言多、活動多，在推廣上一定會有幫助

（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年 3月 20日）。 

 

  《四方報》於「轉型期」在社會理念的意涵上加入了更多市場元素的考量，

開始思考如何符合讀者與市場的期待。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在受訪時表示，因應讀者口味與生命狀態的改變，《四方報》朝「藝

文社會企業」轉型，具體實施的計畫包括：親子共讀專刊、醫療友善空間，以及

東南亞商品網購、貨運與金融商品服務，企圖解決新移民、工在生活上所遇到的

問題，協助新移民、工建立更完善的支持體系。 

  「轉型期」的另一項新元素是加強「讓弱勢發聲」的實踐。陳大衛（專案經

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在受訪時表示，「讓弱勢發聲」應納

入「培力」新移民、工的元素，這意味著從過去《四方報》作為代言者的角色過

渡到《四方報》與新移民、工互為主體的層次，像是《四方報》於 2014 年，組

織了一批東南亞姊妹，將新聞編採技術傳授給她們，採取一種公民參與的形式，

讓這些讀者群成為媒體經營的一部份人力。 

  在宣傳策略上，《四方報》於「轉型期」作了調整，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

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說明，《四方報》於「轉型期」一樣採取打

入新移民、工的生活圈來傳遞社會理念，不同的是，《四方報》會帶有目的性地

去接觸這些新移民、工，並且回到媒體本位的角色，納入成本的考量，以期更具

市場競爭力。 

 

現在打入他們（新移民、工）的生活圈跟過去的做法比較不一樣，

《四方報》必須帶有目的性地進去，作為一個媒體本位必須思考的

角度去跟市場對話，有成本概念，有發展的目的性（陳大衛，專案

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年 4月 5日）。 

 

  綜合而言，「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是《四方報》整體認知資本的核心，

網絡結構中的成員圍繞著「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進行交流、互動和意見的

交換，有利於《四方報》對外開拓讀者和獲取資源。創辦初期，《四方報》傳遞

社會理念的目的，是在於擴大讀者群與建立知名度；「成長期」是作為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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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與台灣社會的溝通橋樑，「轉型期」則是企圖為新移民、工建立一個更完善的

支持體系，因此，針對各階段不同的營運目標，發展出《四方報》各種傳遞社會

理念的管道與方式，分別為：實體報紙、游擊式推廣、文化行動，以及轉型計畫，

如表 4-3 所示。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說明，網絡

結構中的成員對於社會理念的認同，是《四方報》對外尋求合作對象的首要考慮

因素。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亦指出，《四

方報》的優勢在於具有明確的讀者群，能夠貼近讀者，增強內部成員與讀者的互

動，而貼近讀者的關鍵點，是源自於「讓弱勢發聲」的經營理念。 

 

合作對象對我們的理念認同是第一優先，再來，有錢給錢，沒錢就

給精神資源（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年 3月 17日）。 

 

貼近閱聽眾的關鍵點牽涉到經營的理念。我們可以直接去觸碰到我

們的讀者群時，互動性會增強，我們比較能夠貼近，去了解他們的

想法（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年 4月 5日）。 

 

表 4-3：《四方報》的認知資本分析列表 

發展階段 社會理念 目標對象 理念推廣目的 理念推廣管道 

實驗與發展期 讓弱勢發聲 
新移民、工 

（兩國） 

開發潛在讀者

群、建立知名度 

實體報紙、游

擊式推廣 

成長期 

讓弱勢發聲、搭

起新移民、工與

台灣社會的橋

樑 

新移民、工 

（五國）、

台灣人 

拓展讀者群、拓

展知名度 

實體報紙、游

擊式推廣、文

化行動 

轉型期 

讓弱勢發聲、培

力、建立支持體

系 

新移民、工

（五國）、

台灣人、新

移民二代 

拓展讀者群、拓

展知名度、從代

言者過渡到《四

方報》與新移

民、工互為主體 

實體報紙、有

目的性的游擊

式推廣、文化

行動、轉型計

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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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方報》的關係資本分析 

  社會資本的關係面向著重於探討網絡結構中的成員經過互動之後，所產生的

人際關係品質（林奇秀、陳一帆，2011）。本研究透過信任、規範、義務和期待，

以及認同四個次面向，來分析《四方報》與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經過互動之後，

所產生的人際關係品質。 

  根據媒體經營者的訪談內容，《四方報》於創辦初期，在受到財力與人力限

制的情況下，仰賴與網絡結構中的成員建立良好的關係來維持營運，創辦初期的

目標在於開發潛在讀者群，以及建立《四方報》在新移民、工圈的知名度，因此，

《四方報》著重於建立與新移民、工（讀者群）的關係。《四方報》於「實驗與

發展期」深根各地基層，打入新移民、工的生活圈，建立《四方報》與新移民、

工之間的信任關係，其中，以東南亞語言作為媒介、報社的立場，以及每月定期

出刊，是建立信任關係的基石（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語言是第一個媒介。我們的報導立場，是站在在台越南人的立場在

報導，因此得到了信任。定期出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經營媒體獲得

信任的一種管道，像月圓月缺一樣，這個都是信任的建立（張正，

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年 3月 17 日）。 

 

  新聞編採過程是另一項建立《四方報》與讀者之間的信任關係之關鍵因素，

以讀者投書版面為例，主要透過《四方報》提供發聲平台，新移民、工提供稿件

的互動方式，形成以信任為基礎的互惠關係。阮舒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1 日）在受訪時表示，《四方報》不僅是東南亞讀者間彼此交流的平台，

亦是讀者的精神寄託，新移民、工在投稿的過程中，培養《四方報》與讀者之間

的信任關係。舉例而言，《四方報》與讀者之間的信任關係，明確展現在「逃」

版面上，進言之，逃跑外勞在逃跑期間，仍持續投稿至《四方報》，描述逃跑的

過程與心路歷程，主要是基於信任長期以來站在新移民、工的立場進行報導的《四

方報》。 

 

我們變成他們（讀者）的寄託。從投稿的過程建立起信任。信任很

重要，我們不可能出賣他們（逃跑外勞），這是一種信任感，他信

任我們，他想要告訴我們他為什麼逃跑，我們聽了，等於是讓他說

了（阮舒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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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品潔（印尼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9 日）在受訪時也指出，在新聞

採訪的過程中，以新移民、工的母語作為溝通的媒介，有助於拉近《四方報》與

讀者的距離，以及建立《四方報》與新移民、工之間的信任關係，她說明，《四

方報》內部的東南亞籍編譯，與台灣籍主編一同前往採訪，有助於新聞採訪的進

行與深度資訊的挖掘（賴品潔，印尼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9 日）。李岳

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認為，《四方報》是非常需要透

過人際關係來維持營運的媒體，他表示，透過親自送報紙到新移民、工家中的舉

動，建立了《四方報》與讀者群的良好互動關係。 

 

我透過編譯，在語言溝通表達上，讓他（新移民、工）先覺得比較

親近。編譯一起去，以他們的母語先溝通，就會比較親近，然後再

去做一個比較深入的訪談（賴品潔，印尼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9日）。 

 

《四方報》是一個非常需要透過人際關係來維持的報紙。為甚麼報

紙出來，我要自己送過去給他們？就是人際關係（李岳軒，菲律賓

文主編，訪談，2014年 3月 20日）。 

 

2014年 3月 20 日下午，逢寒流且漂著毛毛細雨，菲律賓文主編李岳

軒親自將《四方報》送到克麗斯位於新店山區的家中，克麗斯是菲

律賓籍外配，也是三月號菲律賓文《四方報》的封面人物。研究者

與主編來到克麗斯家中，看著她拿著印有自己照片、故事的《四方

報》，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口中說著要將《四方報》分享給其他

親朋好友看。這一幕，讓研究者感受到《四方報》的與眾不同，岳

軒主編將報紙親自送到讀者家中的舉動，拉近了《四方報》與讀者

的距離，企圖建立《四方報》與讀者間密切的人際關係，透過人際

傳播達到了推廣報紙與理念的效益。 

－－田野筆記，2014年 3月 20日 

 

  《四方報》於「成長期」對外擴大人際、社會網絡，將服務範圍拓展至平面

媒體以外的「文化行動」。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在受訪時指出，所有「文化行動」的執行，皆與人際關係密切相關。 

 

所有的活動都是跟人際關係有關。我們做的事情還算清楚，大家都

容易感同身受（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年 3月 17日）。 

 



9 3  

 

  以「豔驚四方」系列畫展為例，目的是希望新移民、工能夠透過畫作把自己

的故事傳達出去。畫作源自新移民、工的投稿，經過掃描、存檔後，首先在 2009

年於 Flicker 網站建立「四方藝廊」來展示這些畫作，隨後，這樣的理念受到外

界的認同，而進一步發展合作關係。2011 年 7 月，「豔驚四方」畫展首度與「虎

尾厝沙龍」獨立書店合作，以實體畫展的形式展出（林周熙，泰文主編，訪談，

2014 年 3 月 21 日）。林周熙（泰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1 日）曾擔任畫

展負責人，他在受訪時提到，「豔驚四方」畫展是以開放的態度，以畫作創造社

會各階級對話，用畫作打破語言的障礙，擺脫新移民、工發聲的限制，藉由這樣

的理念，慢慢吸引一些組織與藝文界加入合作，一同活化新移民、工與台灣社會

的交流。 

 

畫展要讓台灣社會透過不要只有看不懂的文字，還要翻譯才能讓你

理解，而是你看到這些畫，第一時間你跟畫畫的人、跟勞工、跟移

民就溝通了（林周熙，泰文主編，訪談，2014年 3月 21日）。 

 

  以「外婆橋計畫」為例，目的是讓台灣老師、新移民子女，以及新移民媽媽

三種角色，一起組團回到東南亞的「外婆家」長住 20 天，藉以認識、體驗東南

亞文化，甚至翻轉東南亞文化在新移民之子心中的刻板印象。2011 年 7 月，《四

方報》與誠致教育基金會的方新舟董事長，共同籌畫「外婆橋計畫」，此計畫得

到誠致教育基金會的全額資助，並且得到學校單位的認同與支持，於是「錢」與

「人」陸續到位，順利舉辦了三屆，2014 年即將邁入第四屆（張正，顧問／前

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依據曾經參與

過「外婆橋計畫」的經驗說明，「外婆橋計畫」的參與者皆是本身長期關心新移

民教育的熱血人士，因此第一、第二屆的「外婆橋計畫」透過與學校單位的合作

關係，順利湊齊了台灣老師、新移民子女，以及新移民媽媽三種角色組隊參加。

此外，第三屆「外婆橋計畫」因著前兩屆所奠定的基礎，改為擴大增件，開放給

社會大眾提出計畫案，再經由《四方報》審核，挑選出能夠組團前往東南亞的隊

伍（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 

  以「五語+N 學堂」為例，目的是藉由語言學習，讓台灣人接觸東南亞語言

與文化，以及培訓東南亞語言的師資，此理念得到了由李三財所成立的香港華僑

陳就娣女士紀念中心的認同，於是紀念中心免費提供場地、支付講師費用，《四

方報》則提供師資與透過 Facebook 社群網站進行招生，免費提供越文、泰文、

印尼文、菲律賓文、柬埔寨文、緬甸文及馬來文，一共七種東南亞語言的課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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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由於《四方報》編輯部有一

半以上是不熟悉東南亞語言的內部成員，因此，「五語+N 學堂」也等於是《四

方報》的內部員工訓練，讓組織內部成員藉此機會學習東南亞語言（張正，顧問

／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賴品潔（印尼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9 日）認為，參與「五語+N 學堂」，讓她了解了越南的文化脈絡，對於

編務工作上的幫助甚大。 

  以「青年田野計畫」為例，賴品潔（印尼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9 日）

曾擔任「青年田野計畫」的負責人，她在受訪時說明，此項計畫的目的，是希望

讓大專生以公民記者的身份，親身接觸、深入了解生活周遭的新移民、工，報導

他們在台灣的處境和心路歷程，藉以拓展多元文化，以及撫平社會上歧視東南亞

族群的現象。於是，《四方報》到各大專院校舉辦活動說明會，傳達此項計畫的

理念，吸引了大專生的踴躍參與。此外，此計畫結束之後，《四方報》在全台各

地舉行成果發表會，並持續推廣東南亞文化，以及《四方報》「讓弱勢發聲」的

社會理念（賴品潔，印尼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9 日）。 

 

社會上有很多歧視，我們的教育沒有多元文化的培訓，所以我們想

要透過熱情的大學生，在他們的家鄉發掘一些新移民、工的故事，

然後再散到台灣各地，等於說傳播的力量會擴散（賴品潔，印尼文

主編，訪談，2014 年 4月 9日）。 

 

  《四方報》於「轉型期」，推出台灣首個全東南亞語言歌唱節目「唱四方」，

此節目是由台灣外籍勞動者發展協會、辣四喜影像工作室和《四方報》合力製作，

企圖在公共場所尋找新移民、工，讓他們對鏡頭演唱故鄉歌曲，目的是希望新移

民、工透過歌唱形式發聲，亦讓台灣人能接觸新移民、工的多元面貌。張正（顧

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是「唱四方」節目的製作人，他在受

訪時指出，「唱四方」節目的本質是公益性的，這樣的理念促成了擁有電視經驗

與人脈的外籍勞動者協會理事長徐瑞希，以及具有左派意識的辣四喜影像工作室

的支持，透過三方的合作關係，促成「唱四方」節目順利透過台灣綜合台、有線

電視公用頻道，以及網路播出，成為《四方報》進軍電視圈的開端。 

  另外，《四方報》於「轉型期」推出「五語倫比－落實新移民／工台灣文化

傳播權計畫」，第一階段計畫新增親子共讀專刊；第二階段計畫打造醫療友善空

間與東南亞商品網購、貨運及金融商品服務（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在受訪時

指出，轉型的意義在於建構發行平面報紙以外的其他獲利模式，藉以讓組織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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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經營。「轉型期」所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避免《四方報》的社會理念受到

商業化的衝擊，因此，《四方報》致力於站在媒體本位的角色，來拓展可能的獲

利模式，以及讓財務透明化，藉以取得各贊助單位的信任與認同，進一步發展長

期的合作關係（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 

  《四方報》於「轉型期」企圖建立一個更友善新移民、工的支持體系，此體

系的建立仰賴組織外部各利害關係人的信任與認同關係。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

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認為，信任與認同關係的建立，有賴於計畫所產生的

具體績效，因此，組織在各轉型計畫執行前，詳細列出各項質性與量化的指標，

作為評估的標準，藉以建立體系當中成員的信任與認同，進而促成長期的合作關

係。 

 

信任跟認同關係，是看你做出來、推動事情的效益。做一個支持體

系，效益出來了，這個體系就自然會信任跟認同，那合作關係就會

更明確（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年 3月 24日）。 

 

  以第一階段的親子共讀專刊計畫為例，目的在於讓新移民媽媽帶領新移民二

代閱讀報紙，以加強小孩對於母親的認同感，藉以解決新移民二代因不認同自己

的母國文化，所衍生出的兩代差異問題（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

2014 年 4 月 5 日）。「醫療友善空間」的目的則是計畫打造一個更友善新移民、

工的醫療環境，計畫以耕莘醫院作為示範點，在院內增加東南亞語言的路標、在

藥袋上標示東南亞語言等，試圖改善新移民、工所遭遇的醫療問題（陳大衛，專

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東南亞商品網購、貨運及金融

商品服務的目的在於，解決新移民、工在生活上所遇到的問題，希望透過提供新

移民、工的生活必需品（炫耀性商品除外），來滿足新移民、工的生活需求（黃

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 

  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表示，「親子共

讀專刊」和「醫療友善空間」計畫，是透過網絡結構中的成員集思廣益所激盪出

來的新方向，由於補助單位認為前述計畫亮眼且創新，並且符合補助單位對受助

對象的期待：能夠自給自足、轉型到社會企業的方向，因此，《四方報》的轉型

計畫獲得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聯合勸募在資金上的補助。 

 

親子共讀專刊、醫療友善空間，剛好有迎合到公部門、民間贊助單

位，他們希望受助團體單位，能夠自給自足，轉型到社會企業這個

方向（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年 4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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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而言，《四方報》整體的關係資本主要奠基在網絡成員相互信任，以及

對於組織社會理念的認同之基礎上，進而產生網絡成員對於組織的歸屬感，將自

身視為團體中的一分子，而願意付出金錢與力量，朝團體共同的目標邁進。《四

方報》以實踐「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目的為優先，經濟目的為其次，此種社會導

向的營運方式獲得了網絡成員的認同，並且建立了《四方報》的可信度，使得《四

方報》在創辦初期，成功開拓潛在讀者群、建立知名度；在成長期順利推行各項

文化行動，以及在轉型期的實施計畫上，朝向自給自足、永續經營的目標邁進，

而受到補助單位的認可，如表 4-4 所示。《四方報》與網絡成員關係之建立、維

繫與人際、社會網絡的擴大，有助於資源的引進及社會價值的創造，本論文將在

接下來的部分探討之。 

 

表 4-4：《四方報》的關係資本分析列表 

發展階段 理念實踐之形式 關係資本 

實驗與發

展期 
發行平面報紙 

 深根基層、打入新移民、工的

生活圈；以東南亞語言作為溝

通媒介，建立信任關係。 

 透過新聞編採過程，建立與讀

者之間的信任關係。 

成長期 文化行動 

豔驚四方：台灣異鄉

人創作展 

以畫作創造社會各階級對話、打破

語言障礙，擺脫新移民、工的發聲

限制，此理念受到藝文界認同，進

一步發展合作關係。 

外婆橋計畫 

參與者組團到東南亞長住 20 天，

體驗與認識東南亞文化。計畫獲得

誠致教育基金會和學校單位的認

同與支持，順利舉辦。 

五語+N 學堂 

藉由語言學習讓台灣人接觸東南

亞語言與文化，並培訓東南亞語言

師資，此理念得到香港華僑陳就娣

女士紀念中心的認同，於是該中心

免費提供場地、支付講師費用。 

青年田野計畫 
大專生以公民記者身份，報導新移

民、工在台灣的心路歷程，藉以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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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多元文化、撫平社會歧視。計畫

推廣至各大專院校，吸引大專生踴

躍參與。 

轉型期 

文化行動 唱四方 

公益性理念獲得外籍勞動者協會

理事長徐瑞希和辣四喜影像工作

室的認同，進而促成合作關係。 

轉型計畫 

親子共讀專刊計畫 轉型計畫符合補助單位對受助對

象的期待：自給自足、向社會企業

轉型，進而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

會、聯合勸募的補助。 

醫療友善空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訪談內容。 

 

第二節、 《四方報》運用社會資本引進資源之探討 

  社會資本作為管理資源的能力，能幫助社會企業取得、整合、重組，以及移

轉資源，是一種透過社會關係取得資源，實現經營目標的能力（Blyler & Coff, 

2003；胡哲生、張子揚、黃浩然，2012）。本研究在上一節闡述了《四方報》與

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所構成的網絡結構，以及網絡結構中所蘊含的社會資本，接

下來，將更進一步分析《四方報》透過結構、認知與關係資本，為組織引進的資

源，並以人力資源、財務資源，以及社會資源作為探討的重點。 

 

一、 從社會資本到人力資源 

  根據媒體經營者的訪談內容，《四方報》透過組織整體的社會資本，引進的

人力資源包括：正職員工、志工、讀者投書（讀者即為記者），以及外部寫手群。 

  在正職員工方面，《四方報》透過人脈與社會理念的傳遞，作為吸納員工的

策略，換句話說，許多員工是基於認同《四方報》「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

才會加入《四方報》的編輯行列。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在受訪時舉例說明，由於他本身曾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

研究生，因此經常接觸新移民、工，並且是南洋姐妹會的會員，於每次會議固定

繳會費，因此認識了南洋姐妹會創會會員之一的阮舒婷，透過《四方報》社會理

念上的傳遞，成功把阮舒婷拉進《四方報》擔任志工，阮舒婷隨後由志工轉任正

職員工，擔任越文主編一職。阮舒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1 日）在

受訪時也指出，她非常認同《四方報》「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因此，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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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報》的編輯行列，希望把《四方報》這一份幸福傳遞給其他的同鄉。李岳

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同樣是受到「讓弱勢發聲」的社

會理念所感動，而決定加入《四方報》的編輯行列，他描述，他在面試時，從當

時的總編輯張正手中，接過一份《四方報》，當他閱讀讀者投書版面的內容時，

深受新移民、工真實的人生經驗所感動，而憑著一股單純的衝動加入《四方報》

的行列，而後正式擔任菲律賓文主編一職。 

 

這是一種幸福，那為甚麼不把這種幸福送給其他的同鄉呢？所以我

就決定加入了（阮舒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年 4月 1日）。 

 

那時候張正拿了一份《四方報》給我看，看到最後，有一些讀者投

書，越南勞工說他們在台灣多辛苦，看到《四方報》非常感激。看

到那一些真實的人生經驗我有點受不了，是非常單純的衝動（李岳

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年 3月 20日）。 

 

  在志工方面，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在受訪時

指出，《四方報》是高度仰賴志工的組織，甚至於創辦初期，所有的編輯部人員

皆是由不支薪的志工所組成。由於《四方報》組織內部有半數是不熟悉東南亞語

言的台灣籍編輯群，因此，為了突破“文盲辦報”的困境，《四方報》透過人際關

係，以及社會理念的傳遞，邀請東南亞籍配偶、在台求學的東南亞留學生和華僑

擔任志工，負責翻譯的工作（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在受訪時舉例說明，透過走

訪新移民、工聚集的東南亞小吃店、商店、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以及

他在越南收容所擔任志工的經歷，並認識了阮文雄神父，從這些人際關係當中，

獲得了許多辦報的意見與宣傳的管道，而使得招募志工的管道更多元。此外，基

於《四方報》是一個站在新移民、工立場發聲的媒體，因此，有助於建立與讀者

的信任關係，甚至有些讀者會自願擔任志工，協助蒐集在地的資訊、發送報紙，

以及翻譯報章內容，成為《四方報》內部人力來源的一部分（阮舒婷，越文主編，

訪談，2014 年 4 月 1 日；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有一些讀者會說他們想要當志工，變成我們各地都有志工，他們協

助蒐集當地的訊息、發報紙（阮舒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1日）。 

 

比如一篇有關越南的報導，一些外配會自己翻譯寄過來給我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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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他是信任我們的立場，信任我們是站在他的位子在說話（張正，

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年 3月 17 日）。 

 

  在讀者投書方面，新移民、工不僅是《四方報》最忠實的讀者，同時也成為

大量讀者投書版面的內容生產者。以讀者投書版面來說，主要透過《四方報》提

供發聲平台，新移民、工提供稿件的互動方式，形成以信任為基礎的互惠關係。

《四方報》把新移民、工手寫的稿件刊登在讀者投書版面，以「讀者發聲」、「讀

者即為記者」的形式，實踐「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使得《四方報》讀者投

書版面的內容源源不絕（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阮舒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1 日）在受訪時表示，新移民、工在投

稿的過程中，培養了《四方報》與讀者之間的信任關係，像是逃跑外勞在逃跑期

間，仍持續投稿至《四方報》，描述逃跑的過程與心路歷程，主要是基於信任長

期以來站在新移民、工的立場進行報導的《四方報》。另外，蔡秉諭（柬埔寨文

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9 日）則說明，有些新移民、工的投稿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長期的，此種投稿過程形同賦予了新移民、工一種公民記者的身份，並建立

《四方報》與讀者長期的互動關係。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在受訪時則強調人脈對於《四方報》的重要性，他舉例，透過與菲台

組織（Philtai Organization）創辦人的人際關係，得到了許多關於報章內容改進的

意見，以及透過此組織得到了大量的讀者來稿，成為了《四方報》戀愛、婚姻故

事版面的主要稿件來源。《四方報》「讀者發聲」的特色，使其能夠以不付稿費

的方式，蒐集到大量來自新移民、工的稿件，這些大量的稿件出自於讀者對於《四

方報》的信任關係（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我們會有很多稿子，我們從來不付稿費，他相信我們會好好處理他

的心事、狀況，知道我們會登出來，誠實地轉達這件事情，這當然

是基於信任（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年 3月 17日）。 

 

  在外部寫手群方面，《四方報》於「成長期」推出「青年田野計畫」，參與

此項計畫的大專青年，挖掘周遭新移民、工的故事，報導他們在台灣的處境和心

路歷程，這些文章匯聚成《四方報》的系列報導，換句話說，此項計畫賦予了大

專青年外部寫手的身分，並為組織引進豐富的內容（賴品潔，印尼文主編，訪談，

2014 年 4 月 9 日）。此外，《四方報》於「轉型期」推出「親子共讀專刊計畫」，

企圖透過此項計畫將讀者納入組織內部寫手群人力的一部分，寫手群可透過稿件、

照片、錄音檔等方式，將內容提供給《四方報》，此項做法與讀者投書版面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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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點在於，《四方報》站在勞動者的角度，給予這些寫手稿費，作為報酬，

相等於賦予了這些寫手群公民記者的身份（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

2014 年 4 月 5 日）。 

 

我們希望擴散到讓讀者自己來做，不是讀者投書，而是參與營運，

有稿費。他們變成了我們的寫手群，這個寫手群不特定人士、國籍，

甚至他們可以用手機拍照片、寫圖說，錄製錄音檔，已經進入到公

民記者的層次（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日）。 

 

二、 從社會資本到財務資源 

  根據媒體經營者的訪談內容，《四方報》透過組織整體的社會資本，引進的

財務資源包括：銷售通路、資金補助與讀者（訂閱率、發行量、廣告量）。 

  在銷售通路方面，越文《四方報》於便利商店上架，突破了僅以訂閱和贈閱

作為發行通路的限制。便利商店此一重要的銷售通路，主要是藉著《四方報》與

《蘋果日報》在印刷方面的合作關係，因此透過《蘋果日報》牽線，先從規模較

小的 OK 便利商店開始談上架事宜，而後於 2009 年 1 月正式在 OK 便利商店上

架。接著，萊爾富便利商店透過勤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發行台灣壹傳媒出

版有限公司《壹週刊》、《蘋果日報》等出版品），詢問《四方報》的上架意願，

於是，《四方報》於 2010 年 5 月於萊爾富便利商店上架。至於 7-11 便利商店，

則是透過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鍾起惠老師，出自於認同《四方報》的社會理念，

於是致電詢問當時統一超商的總經理徐重仁，要求上架，使得《四方報》成功取

得 500 家 7-11 便利商店作為銷售的據點（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 

  在資金補助方面，主要來自於《四方報》的贊助單位，這些贊助單位以基金

會、政府單位，以及準官方基金會為主。由於補助單位皆是採取公開審案的方式，

因此，《四方報》將「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以及營運計畫充分展現在計畫

書當中，以爭取贊助單位的認可，進而提供各項資金上面的補助。《四方報》於

創辦初期，主要爭取到三項補助：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

會，以及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張正，2008）。「成長期」的補助則主要來自於四個單位，包含：社

會發展文教基金會、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以及

行政院勞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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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在受訪時指出，《四

方報》在對外尋求贊助時，傾向於多年期的案子，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跟補助單位

建立一個長期的信賴關係。《四方報》於「轉型期」的贊助單位包含：社會發展

文教基金會、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以及一些要求

不對外公開的「隱形贊助單位」（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在受

訪時指出，《四方報》於「轉型期」，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文社會企業

創新育成扶植計畫」的補助，正式朝「藝文社會企業」轉型，轉型計畫的核心，

是讓新移民、工發聲，同時使組織邁向永續經營，前述理念獲得贊助單位的高度

認同，進而為《四方報》的轉型計畫注入了資金上的補助。 

 

我簡報的時候，他們聽到這個：「我們要讓新移民、工發聲，我們

必須先要永續經營」，他們高度的認同（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

主任，訪談，2014 年 4月 5日）。 

 

  在讀者方面，《四方報》從創辦初期至今，透過實體報紙、「游擊式推廣」，

以及各項文化行動與轉型計畫，持續開拓讀者群，以及增加讀者獲取《四方報》

的管道。《四方報》透過贈閱、銷售據點的開拓，成功拓展了《四方報》的讀者

群，進而增加《四方報》的訂閱率與發行量，成為重要的收入來源。日益壯大的

讀者群吸引了廣告的投進，穩定了《四方報》的廣告量，匯款公司、旅行社與電

信業者，成為《四方報》固定的廣告大宗（張正，2008）。此外，張正（顧問／

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在受訪時指出，曾有讀者主動捐款到《四

方報》，由於《四方報》是不能接受捐款的單位，因此將這些捐款轉為讀者的訂

報費用，形同將捐款轉為訂戶。阮舒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1 日）

同樣遇到讀者將捐款連同稿件寄到報社的情況，於是，一樣將此類捐款轉為訂報

費用，將報紙寄送到讀者所提供的地址。 

 

有一些外勞、外配會自己出錢捐給我們，因為我們不是一個收受捐

款的單位，所以跟他溝通，把捐款當作訂報費（張正，顧問／前總

編輯，訪談，2014 年 3月 17日）。 

 

有的讀者，他寫信，錢他把它寄過來，他贊助我們就對了。我們會

領，可是我們每個月寄報紙給他（阮舒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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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社會資本到社會資源 

  根據媒體經營者的訪談內容，《四方報》透過組織整體的社會資本，引進的

社會資源包括：企業形象、知名度，以及讀者間的口碑行銷。 

  在企業形象方面，《四方報》以實踐「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目的為優先，經

濟目的為其次，此種社會導向的營運方式，獲得了網絡成員的認同，並且建立了

《四方報》的可信度。《四方報》堅守「讓弱勢發聲」的理念與立場，採取社會

導向的經營法則，在生產關係與勞動關係上，不以錢作為衡量的標準，並透過隸

屬世新大學的組織性質，積極與學術單位合作，採用與世新大學一致的會計標準，

透過前述的方式，建立《四方報》的可信度（黃洛斐，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 

 

我們的生產關係是無論跟我們讀者的關係，跟我們裡面勞動者的關

係，它不能用錢來做衡量。因為《四方報》是世新的報社，學術單

位的社會資本本來就是最雄厚的，交互運作會非常有利（黃洛斐，

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年 3月 24日）。 

 

  在知名度方面，《四方報》採取「游擊式推廣」，打入新移民、工的生活圈，

藉以開發潛在讀者群，建立《四方報》的知名度（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

2014 年 3 月 17 日；阮舒婷，越文主編，訪談，2014 年 4 月 1 日）。另外，《四

方報》為突破僅仰賴發行平面報紙來接觸台灣社會的限制，舉辦各項「文化行動」，

藉以讓台灣社會透過報紙以外的管道，更認識《四方報》，以及新移民、工的生

活樣貌（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 年 3 月 20 日）。《四方報》於「轉

型期」所推出的各項轉型計畫，皆圍繞著「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同時積極

與市場結合，使組織邁向永續經營之道，透過合作對象的擴大，組織的知名度亦

隨之提升（陳大衛，專案經理兼編輯主任，訪談，2014 年 4 月 5 日；黃洛斐，

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 

  在讀者間的口碑行銷方面，《四方報》透過新移民、工的母語、報社的立場、

定期出刊的形式，以及打入新移民、工的生活圈之舉動，試圖拉近與新移民、工

之間的距離，並且建立以信任為基礎的互惠關係，透過「讓弱勢發聲」此一社會

理念的實踐，獲得了新移民、工的認同，進而有助於形成新移民、工之間的口碑

行銷，為《四方報》帶來更多的讀者，以及提升組織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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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月 20 日下午，研究者來到位於中山北路三段的金萬萬大

樓，這棟大樓是在台菲律賓人假日聚集的地方。從金萬萬大樓門口

進入，彷彿置身在菲律賓，周遭皆是菲律賓人、菲律賓語言夾雜著

英文。大樓一樓設有電信服務櫃台及各式小店舖，前往大樓二樓則

是更為密集的菲律賓小吃、雜物、美容院、服飾等店。這天來到金

萬萬大樓的目的，是發讀者問卷及向菲律賓人推廣《四方報》。研

究者嘗試用英文、中文跟菲律賓人溝通，邀請他們填問卷，並且向

他們介紹《四方報》，體驗打入新移民、工生活圈，推廣《四方報》

的過程。此種作法雖費時費力，績效有限，但是，透過面對面接觸

讀者，能更貼近、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與需求，不僅能藉以開發潛

在讀者，亦為讀者間潛在的口碑行銷累積能量。 

－－田野筆記，2013年 10月 20日 

 

  綜合而言，在受到人力、財務資源的限制下，《四方報》透過與網絡成員關

係之建立和維繫，以及人際、社會網絡的擴大，為組織引進豐富的資源，此種透

過社會資本引進資源的策略，圍繞著《四方報》「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透

過社會理念的傳遞，作為引進資源的關鍵要素（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

2014 年 3 月 17 日）。 

 

我們做好社會目的的部分，我們真的去實踐它，也讓大家看到成績，

其實就會有錢、有資源進來（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月 17日）。 

 

  綜觀《四方報》透過社會資本引進資源的類型，包含：人力資源、財務資源

及社會資源。首先，在人力資源方面，主要透過人脈、社會理念的傳遞及理念認

同，為組織引進了正職員工；透過人際關係、社會理念的傳遞及報社立場，為組

織引進了志工；透過報社立場、以信任為基礎的互惠關係及人脈，為組織引進源

源不絕的讀者投書，以及透過社會理念的傳遞、理念認同、報社立場及以信任為

基礎的互惠關係，為組織引進了外部寫手群。其次，在財務資源方面，透過外部

合作關係及人際關係，為組織開闢了銷售通路；透過長期的信任關係、社會理念

的傳遞及理念認同，為組織爭取到了資金上的補助；透過社會理念的傳遞、理念

認同及以信任為基礎的互惠關係，為組織創造了日益壯大的讀者群，進而吸引廣

告的投進和促成訂報率、發行量的提升。最後，在社會資源方面，透過社會理念

的傳遞、理念認同及報社立場，建立了組織的專業度和可信賴的企業形象；透過

社會理念的傳遞、理念認同及報社立場，提升了組織的知名度，以及透過報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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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以信任為基礎的互惠關係、社會理念的傳遞及理念認同，形成了讀者間的口

碑行銷。 

  《四方報》透過社會資本引進資源的類型歸納，如表 4-5 所示。 

 

表 4-5：《四方報》透過社會資本引進資源的類型歸納 

資源類型 網絡成員（資源提供者） 社會資本轉換為資源 

人力資源 

正職員工 台灣人、社會公益對象 
人脈、社會理念的傳

遞、理念認同 

志工 
台灣人、社會公益對象／

消費者 

人際關係、社會理念的

傳遞、報社立場 

讀者投書 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 
報社立場、以信任為基

礎的互惠關係、人脈 

外部寫手群 

參與「青年田野計畫」之

大專青年、社會公益對象

／消費者 

社會理念的傳遞、理念

認同、報社立場、以信

任為基礎的互惠關係 

財務資源 

銷售通路 
OK 便利商店、萊爾富便

利商店、7-11 便利商店 

外部合作關係（《蘋果

日報》印刷廠）、人際

關係（鍾起惠） 

資金補助 贊助單位 
長期的信任關係、社會

理念的傳遞、理念認同 

讀者 

（訂報率、發行

量、廣告量） 

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 

社會理念的傳遞、理念

認同、以信任為基礎的

互惠關係 

社會資源 

企業形象 
台灣社會大眾、社會公益

對象／消費者 

社會理念的傳遞、理念

認同、報社立場 

知名度 

社會公益對象／消費

者、文化行動合作夥伴、

轉型計劃案合作夥伴 

社會理念的傳遞、理念

認同、報社立場 

讀者口碑行銷 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 

報社立場、以信任為基

礎的互惠關係、社會理

念的傳遞、理念認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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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四方報》的社會價值創造 

  社會企業的最終目標在於，發揮公益性的社會影響力，此種社會影響力具體

展現在組織所能創造的社會價值上（Guclu, Dees, & Anderson, 2002）。社會價值

可視為社會企業所創造的一種超越實際商品和服務之無形利益。本研究在前兩個

章節中，分別探討了《四方報》所擁有的社會資本，以及《四方報》透過社會資

本為組織引進的資源類型，此部分則著重於探討《四方報》在具備了社會資本、

資源優勢的情況下，能進一步創造的社會價值，分別以《四方報》解決或改善的

社會問題、所提升的環境條件、所促成觀念的深化，以及對社會公益對象（新移

民、工）的回饋機制四個面向，作為探討《四方報》所能創造的社會價值之重點。 

 

一、 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 

  《四方報》以「讓弱勢發聲」作為組織的社會目標，企圖解決新移民、工離

鄉背井，長期處於孤立無援、被拒於社會權益保障之外的狀態，以及嘗試扭轉新

移民、工缺乏獲得資訊與發聲的管道，處於資訊不對等的狀態（梁瓊丹，2013a）。

根據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的訪談內容，《四方報》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此項社

會價值，具體展現在《四方報》提倡平等人權，以及提供就業、培力的作為上面。 

  在提倡平等人權方面，《四方報》站在新移民、工的立場，衝撞長期以來台

灣主流媒體對於新移民、工的刻板報導角度（越南四方網，2009），例如：聲援

逃跑外勞、翻轉民眾對於跨國婚姻議題的負面印象，以及參與每兩年一度的移工

大遊行，支持新移民、工爭取平等權益等行動，皆展現《四方報》「讓弱勢發聲」、

訴求平等人權的社會理念。芳蘭（看護工，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在受訪時

表示，許多看護工面臨自身權益受剝削的情況，選擇默不作聲，主要擔心破壞與

雇主的人際關係，而造成失去工作、被迫回國的命運。《四方報》作為一個聲援

的管道，讓這些埋沒在新移民、工心裡的話語被揭示，等同於凝聚新移民、工的

力量，爭取自身應有的權利。黃琦妮（菲台組織創辦人，訪談，2014 年 4 月 12

日）認為，《四方報》是一份公平的報紙，從正、反兩面揭露新移民、工與台灣

人的生活面貌，傳達一種人人皆平等的價值觀。另一位受訪者則說明，《四方報》

雖無法完全促成在台新移民、工的平等人權，卻是一股重要的助力，對新移民、

工在爭取平等人權的道路上，扮演重要的角色（Tyrone，文化大學新聞所研究生，

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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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看護工的，不敢說出來老闆怎麼樣，怕老闆不高興，會讓我們

回國，我們來台灣真正很努力賺錢，老闆說甚麼，一定要聽老闆的

（芳蘭，看護工，訪談，2014年 5月 6日）。 

 

《四方報》揭示很多事情，包括好的、壞的，像是台灣人對菲律賓

人做了甚麼壞事，菲律賓人又對台灣人做了甚麼壞事，我覺得這是

很公平的報紙，當菲律賓人看到這份報紙，或是當台灣人看到這份

報紙，他們會發現，我們都是一樣的，都一樣是人（黃琦妮，菲台

組織創辦人，訪談，2014年 4月 12日）。 

 

  在提供就業方面，《四方報》為了突破“文盲辦報”的困境，邀請東南亞籍配

偶、在台求學的東南亞留學生，以及華僑等加入編輯的行列，擔任報社的正職主

編、編譯，以及翻譯志工等職務，等於說釋放出新聞實務界的工作機會，讓新移

民、工進入新聞傳播產業的職場。范瑞薔薇（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訪談，

2014 年 5 月 6 日）在受訪時說明，透過參與《四方報》的編輯工作，新移民、

工不僅能藉以發揮潛能，亦進一步擴大了職涯發展的空間。目前，《四方報》編

輯部的成員，為台灣人與新移民、工的比例各佔一半，凸顯出與其他媒體內部運

作最大的不同點（張正，顧問／前總編輯，訪談，2014 年 3 月 17 日；黃洛斐，

策略發展總監，訪談，2014 年 3 月 24 日）。 

 

讓在台灣的新移民有一個發揮能力的管道、舞台，我相信每一個東

南亞新移民參加《四方報》的編輯工作，他們都會有機會發展，也

有機會發揮他們的潛能（范瑞薔薇，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訪

談，2014年 5月 6日）。 

 

  在培力方面，《四方報》的讀者投書版面，可被視為一個培養新移民、工書

寫、閱讀中文與東南亞語言能力的場域。新移民、工在閱讀、書寫、繪畫，並將

完成的稿件寄到《四方報》的過程當中，逐步提升中文、母語的閱讀、表達及書

寫能力。具有多次投稿經驗的芳蘭（看護工，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在受訪

時說明，她在投稿的過程中，以中文、越南文作為書寫的語言，形同於鍛鍊自身

的雙語寫作能力及表達能力，進而抒發內心層面的思鄉情懷。東南亞籍新移民、

工居住在以中文作為主要溝通媒介語的台灣，對於母國語言的寫作能力逐漸退步，

《四方報》的讀者投書版面，成為新移民、工練習、提升母語書寫能力的場域，

讓掌握母國語言的能力，不會隨著長時間身處他鄉而逐漸流失（范瑞薔薇，中央

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黃琦妮（菲台組織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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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2014 年 4 月 12 日）在受訪時則說明，投稿的過程是一種自我發掘，讓新

移民、工用文字表達內心的情感，並提升自己的書寫能力。 

 

我常常會寫……有越南、有中文，我都會。我喜歡畫畫，快快樂樂

地送到《四方報》（芳蘭，看護工，訪談，2014年 5月 6日）。 

 

長期住在台灣的外國人，對他們母語的表達、寫文章的能力，會慢

慢退步。《四方報》開放讀者投稿，讓新移民、工有機會練習自己

寫文章的手法、能力等等，當然是有提升母語的表達能力（范瑞薔

薇，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訪談，2014 年 5月 6日）。 

 

我覺得是發掘自己的書寫能力，而且很愉快，原來除了照顧小孩之

外，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黃琦妮，菲台組織創辦人，訪談，2014

年 4月 12日）。 

 

二、 提升環境條件 

  根據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的訪談內容，《四方報》提升環境條件的社會價

值，具體展現在降低新移民、工資訊落差此一面向上面，不少受訪者對於《四方

報》在提供資訊上面的表現給予肯定，認為新移民、工透過《四方報》，能獲取

新知識、生活資訊、相關政府單位的聯絡方式，以及新聞等，透過相關資訊的指

引，有助於排解日常生活所遇到的難處（Tyrone，文化大學新聞所研究生，訪談，

2014 年 5 月 6 日；范瑞薔薇，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芳蘭，看護工，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黃琦妮，菲台組織創辦人，訪談，

2014 年 4 月 12 日）。黃琦妮（菲台組織創辦人，訪談，2014 年 4 月 12 日）在

受訪時表示，她從《四方報》得到一切的資訊，像是關於新移民、工的生活資訊、

工作證申請事宜相關資訊，以及各政府單位的聯絡方式等，與其他商業性濃厚、

充斥著廣告的東南亞刊物相較之下，《四方報》的資訊性豐富，此外，東南亞語

言附上中文對照，是《四方報》的特色，有助於資訊的獲取，這些資訊為新移民、

工在遭遇問題時提供了解決之道。其他受訪者則指出，閱讀《四方報》就好像在

看新聞一樣，能夠汲取新知識、不斷地接觸社會上所發生的人、事與物（范瑞薔

薇，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芳蘭，看護工，訪談，

2014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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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 Lakbay（菲律賓文《四方報》）得到一切。在台灣其他菲律賓

的出版品很商業化，比較之下，Lakbay 有完整關於新移民、工的資

訊，讀了之後，可以知道台灣發生了甚麼事，如果遭遇問題，你可

以知道該怎麼做，很有幫助（黃琦妮，菲台組織創辦人，訪談，2014

年 4月 12日）。 

 

對接收資訊這一部份，我是蠻肯定《四方報》提供給移工、新移民

的一些新知識、台灣新資訊、越南新資訊，讓移工、新移民接觸社

會所發生的人事物（范瑞薔薇，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訪談，

2014年 5月 6日）。 

 

有很多人來台灣不會講國語，看《四方報》很方便……有新聞、有

很多事在裡面……我們都喜歡，很像在看新聞（芳蘭，看護工，訪

談，2014年 5月 6日）。 

 

  另一方面，《四方報》於「轉型期」，計畫打造「醫療友善空間」和「東南

亞商品網購」等服務，企圖建立一個支持新移民、工較為完善的體系，前述計畫

雖仍未具體落實，但根據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的訪談內容，不少受訪者對這些

計畫表示支持，其中以「醫療友善空間」此項計畫得到了受訪者的青睞，認為此

種體系的支持，有助於解決新移民、工在日常生活當中經常面臨的問題（Tyrone，

文化大學新聞所研究生，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范瑞薔薇，中央廣播電台節

目主持人，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芳蘭，看護工，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

以「醫療友善空間」為例，Tyrone（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研究生，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認為，倘若未來新移民、工在前往醫院看病時，能夠在院內看見自

己的母語，以及藥袋上面印有東南亞語言，將為新移民、工帶來便利，他更進一

步說明，許多新移民、工在前往醫院看病時，必須由仲介公司的翻譯陪同，對於

新移民、工來說，心靈受到約束，「醫療友善空間」的落實，不僅使新移民、工

更容易理解醫療設備與服務，在心靈上也能得到安慰，展現台灣社區貼近個人的

一面。范瑞薔薇（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在受訪

時則說明，「醫療友善空間」的落實，不僅讓新移民、工在看病時更有安全感，

消除他們心中因為語言障礙而引起的恐懼，另外，也讓新移民、工重獲看病時的

自由，由於無須在仲介公司或翻譯陪同的情況下看病，新移民、工的隱私權受到

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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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勞工去醫院，常常必須有翻譯帶他們，有一個監督人在旁邊，

在心靈上備受拘束，假設有語言標示，不盡然需要翻譯、仲介公司

陪同他們去醫院。除了很容易懂醫療設備、醫療服務之外，在心靈

上是安慰，這個社區是非常貼近人的一個關係（Tyrone，文化大學

新聞所研究生，訪談，2014年 5月 6日）。 

 

如果可以看到我們自己的母語，非常有安全感，去醫院不會有一種

恐懼，怕說去醫院都聽不懂，或者有人一直跟著，感覺不自由。一

些比較私密的東西，不想讓外人知道，如果在醫院看到自己的母語，

掌握到醫療新知識或是看病要注意的事項，非常有安全感（范瑞薔

薇，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訪談，2014 年 5月 6日）。 

 

三、 觀念的深化 

  根據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的訪談內容，《四方報》以「讓弱勢發聲」作為

社會理念的核心，發行五種東南亞語言的平面報紙，並且從平面報紙延伸出各項

「文化行動」與轉型計畫，成功促成的觀念深化，主要展現在兩個方面，包含：

推動台灣社會重視多元文化的觀念，以及灌輸親職教養的重要性。 

  在重視多元文化的觀念深化方面，可分別從《四方報》平面媒體的角色，以

及文化行動推動者的角色來檢視。以平面媒體的角色而言，《四方報》編輯部由

台灣人及新移民、工共同組成的特色，代表著台灣人與新移民、工彼此連結、交

流的關係（Tyrone，文化大學新聞所研究生，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張正

（2008）在他的碩士論文《全球化下新移民／工社群的跨界文化鬥爭：移民媒體

與弱勢發聲，台灣立報越南文版四方報的實驗與實踐》中，稱此種現象為文字與

文化的跨界，即跨越中文與東南亞語言和文化的界線。另外，《四方報》此份刊

物成為了台灣人與新移民、工之間的橋樑，促成雙方的互動與交流，如芳蘭（看

護工，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在訪談中舉例說明，曾經有台灣人撥電話給她，

讚賞她於《四方報》刊登出的畫作，並且詢問畫作當中的細節，換句話說，透過

新移民、工的畫作，有助於讓台灣人了解新移民、工的文化與內心世界，是一種

跨國文化的交流，進而深化重視多元文化的觀念。圖 4-8 為芳蘭女士於《四方報》

刊出的其中兩幅畫作。 

 

《四方報》是由張正大哥、台灣人辦報，這個立場是以台灣人去接

觸新移民、工，本身就是一個連結，當然可以更促進雙方的交流、

了解（Tyrone，文化大學新聞所研究生，訪談，2014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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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畫畫，有留電話，然後台灣人打電話給我，誇獎我寫怎麼樣、

畫怎麼樣，他們（台灣人）會問我（芳蘭，看護工，訪談，2014 年

5月 6日）。 

 

圖 4-8：芳蘭於《四方報》刊出的作品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以文化行動推動者的角色而言，《四方報》從平面報紙延伸出的各項「文化

行動」，有助於增加台灣社會大眾認識新移民、工，以及東南亞文化的管道，曾

經參加「外婆橋計畫」的黃琦妮（菲台組織創辦人，訪談，2014 年 4 月 12 日）

在受訪時說明，參與「外婆橋計畫」的台灣老師，跟隨她回到菲律賓居住 20 天

之後，扭轉了這位老師對於菲律賓的刻板印象，這位老師發現，「愛」是促成跨

國婚姻的基礎；菲律賓並非一片貧窮、殺害與犯罪，以及菲律賓人是友善的民族。

透過前述的例子，說明「外婆橋計畫」成功消除了部份台灣人對於菲律賓人的刻

板印象，以及促成一種跨文化的交流（黃琦妮，菲台組織創辦人，訪談，2014

年 4 月 12 日），嘗試扭轉台灣人對於東南亞文化的負面想法，進而促成重視多

元文化觀念的深化。另一位受訪者則敘述他參與《四方報》「友善台灣」的活動

經驗，他描述，受到 2013 年菲律賓公務船槍殺台灣廣大興漁船事件的影響，造

成當時台灣大眾與菲律賓人情感上的對立與衝突，《四方報》作為台灣人民與新

移民、工之間的心靈橋樑，舉辦「友善台灣」的活動，促成了台灣社會與外籍人

士的友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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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加外婆橋計畫，那位台灣老師對菲律賓人是很典型的刻板印象。

當她看見我跟家人相處，她發現菲律賓人跟台灣人的婚姻是愛；菲

律賓不是一片貧窮、殺害、犯罪等；菲律賓人很親切。這是一種跨

文化的交流，改變了他們對於菲律賓家庭、菲律賓文化的概念，以

及菲律賓這個國家的形象（黃琦妮，菲台組織創辦人，訪談，2014

年 4月 12日）。 

 

去年菲律賓公務船槍殺台灣廣大興漁船的事件之後，台灣大眾情緒

鬧得沸沸揚揚，《四方報》舉辦「友善台灣」的活動，我擔任那天的

主持和翻譯，據我了解，是為了讓台灣人民跟新移民或新移工有一

個友善的連結，一個心靈的橋樑（Tyrone，文化大學新聞所研究生，

訪談，2014年 5月 6日）。 

 

  在親職教養的觀念深化方面，以《四方報》於「轉型期」所推出的「親子共

讀專刊」為例，受訪者表示，「親子共讀專刊」不僅能促進新移民家長與新移民

二代之間的親子關係，亦能夠讓新移民二代接觸東南亞文化，讓他們認識母國文

化的特色與母國文化的美（范瑞薔薇，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Tyrone，文化大學新聞所研究生，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 

 

對新移民二代的小朋友，能夠接觸母國的文化、文字，親子閱讀版

這個方面，我覺得是蠻有趣的，會讓媽媽更有信心去告訴她自己的

小孩，母國文化的特色及母國文化的美（范瑞薔薇，中央廣播電台

節目主持人，訪談，2014年 5月 6日）。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可以提升親子關係，尤其是新移民二代

能夠回過頭去了解他們本身另外一方的文化（Tyrone，文化大學新

聞所研究生，訪談，2014年 5月 6日）。 

 

四、 回饋機制 

  社會企業將利潤妥善運用、回饋公益並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可被視為社

會企業所創造的其中一項社會價值。根據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的訪談內容，《四

方報》對於新移民、工的回饋，主要出自於《四方報》持續提供一個發聲的平台。

《四方報》讓新移民、工藉由「說出自己的心事、閱讀別人的心事」的過程，穩

定其初訪異地的不安（陳維平，2011）。另一項回饋則是藉由平面報紙，以及各

項文化行動，持續提升新移民、工在台灣社會的能見度與曝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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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供發聲平台方面，《四方報》由下而上地向主流社會發聲，凝聚新移民、

工的力量，促成社會體制與社會意識的改變（張正，2013.10.20）。受訪者認為，

《四方報》透過持續徵稿、選稿，以及刊登新移民、工的讀者投書，提供新移民、

工一個抒發內心情感、彼此交流的平台，是資訊與文化的交換（黃琦妮，菲台組

織創辦人，訪談，2014 年 4 月 12 日）。 

 

透過這份報紙，我們成為了朋友，可以在這裡分享資訊、獲得幫助，

是資訊的交換跟文化的交換，揭露了菲律賓人的生活，分享菲律賓

人個人的生活、心情（黃琦妮，菲台組織創辦人，訪談，2014 年 4

月 12日）。 

 

  在提升新移民、工的曝光率方面，《四方報》採取平面報紙與文化行動雙管

齊下的方式，其中，從平面報紙延伸出的各項「文化行動」，目的是要拓展實體

報紙以外能夠接觸新移民、工與台灣社會大眾的管道，以各種活潑、體現東南亞

之美的展覽、活動及節目等，吸引台灣社會與主流媒體的關注。Tyrone（文化大

學新聞研究所研究生，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認為，《四方報》的出刊和文

化行動的執行，使得新移民、工能夠露出的平台更為多元，並提升他們的能見度

與曝光量，進而讓台灣人能夠透過這些多元的管道接觸新移民、工的文化。范瑞

薔薇（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訪談，2014 年 5 月 6 日）在受訪時則說明，

《四方報》扮演著台灣社會與新移民、工之間的橋樑角色，藉由各項「文化行動」

的推廣，吸引台灣媒體的報導，讓更多台灣人有機會接觸新移民、工的生活面貌，

以及讓台灣社會意識到新移民、工的存在。 

 

《四方報》的角色非常重要，是一座橋梁，讓台灣人可以多認識、

多看到這些存在的外籍新移民、工們。台灣的媒體會注意到這些活

動，台灣人對新移民、外籍勞工的生活，多多少少有接觸，可能不

會對這些外籍勞工或是新移民的生活感到陌生，知道他們在台灣的

存在感（范瑞薔薇，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訪談，2014 年 5 月

6日）。 

 

  綜合而言，《四方報》的社會價值創造包含四個面向：第一，《四方

報》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的方式，主要圍繞著平等人權、提供就業，以及

培力來實踐。第二，《四方報》提升環境條件的社會價值，主要透過降低

資訊落差，以及建立一個更友善新移民、工的支持體系來實踐，其中，建

立支持體系的部份屬於仍在籌備中的計畫，因此，無法進一步探討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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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效益，故於圖 4-9 中，以虛線表示。第三，《四方報》促成觀念的

深化，主要以重視多元文化和親職教養來實踐。最後，《四方報》針對新

移民、工的回饋機制，主要以持續提供發聲平台，以及提升新移民、工在

台灣社會的曝光量與能見度來實踐。 

  圖 4-9 為《四方報》的社會價值創造類型歸納。 

 

圖 4-9：《四方報》的社會價值創造類型歸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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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本研究的初衷在於探討，國內社會企業型媒體《四方報》，在受到財務與人

力等資源的限制下，如何開創出一種有別於商業媒體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和非

營利媒體仰賴補助和捐款的媒體經營新途徑－－社會企業型媒體，並以社會資本

作為引進資源的策略，進而藉由所擁有的社會資本與資源優勢，實踐「讓弱勢發

聲」的社會目的，並創造社會價值。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根據研究發現提出本

研究的研究結論。第二節依據研究結論，提出社會企業型媒體以社會資本作為資

源策略之建議方向。第三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並依據研究限制，提出未來

研究方向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一共提出三項研究問題：（一）解析《四方報》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為

何？（二）探討《四方報》運用社會資本，獲取何種資源？（三）評估《四方報》

能創造何種社會價值？本節根據前述三項研究問題，依序提出研究的結論。 

 

一、 《四方報》結構、認知與關係資本之間的交互作用，有利於社

會資本的建立與積累。 

  本研究發現，《四方報》的社會資本由結構、認知與關係資本所構成。結構、

認知與關係資本之間的交互作用，有利於組織社會資本的建立與積累，再進一步

影響組織引進資源的程度與彈性。首先，結構資本的核心在於，組織必須依據營

運目標，勾勒出組織外部關鍵的利害關係人，經由互動，建立一個有利於組織引

進資源的社會網絡，此社會網絡中的成員即成為組織重要的社會資本，是組織獲

取資訊與資源的重要管道。其次，認知資本的核心在於，組織內部成員透過社會

理念的傳遞，促成內部成員與外部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交流，進而達成網絡成員

對於組織目標的共識，此種共識經由持續地交流與互動而產生，形成組織重要的

認知資本。最後，關係資本的核心在於，網絡結構中的成員經由互動，發展出以

信任、認同為基礎的合作關係，形成組織重要的關係資本，為組織引進資源、創

造社會價值。以下分別詳述《四方報》所擁有的結構、認知與關係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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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方報》的網絡結構以組織為中心逐步往外拓展，內部成員的人

脈移轉為對組織具有價值的資源。 

  《四方報》整體的網絡結構，是由內部成員及外部利害關係人所構成。在內

部成員方面，由於《四方報》是以東南亞語言為主、中文為輔的平面媒體，因此，

為突破“文盲辦報”的困境，《四方報》組織內部的成員呈現台灣人與新移民、工

比例各佔一半的組織型態，內部員工結構由正職員工與外部兼職編譯、工讀生共

同組成，凸顯《四方報》與其他媒體組織內部運作最大的不同點。進言之，《四

方報》內部員工結構本身，即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交流，不僅突破了“文盲

辦報”的困境，更轉而形成組織在新聞編採上的優勢，提升組織的專業度與可信

度。 

  在外部利害關係人方面，隨著服務對象與服務範圍的擴大，整體網絡結構以

《四方報》為中心，逐步往外拓展。《四方報》的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包括：印

刷廠、贈閱地點、贊助單位、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銷售據點、文化行動合作

夥伴，以及轉型計劃案合作夥伴。《四方報》此種逐步拓展網絡結構與對外關係

的建立，有助於各項營運計劃的推行，再進一步影響《四方報》對外獲取人力、

財務和社會資源的能力，以及社會價值的創造。 

  本研究發現，《四方報》內部成員個人的人脈，透過移轉到組織身上，轉換

為對組織具有價值的資源，這些資源包含：資訊、知識資源、專業能力與技術能

力，使得組織的新聞產製方向有一個更健全的發展，此項研究發現呼應了（社會

資本於）「組織的適用性」之內涵，即個人的人際關係可以運用到其所服務的組

織當中。另外，在對外傳播社會理念與進行人際互動時，《四方報》的內部成員，

將社會理念內化為自身的一部份，不僅有助於形成組織外部利害關係人的認同，

更進而為組織引進豐富的資訊與資源。《四方報》整體的網絡結構，是透過內部

成員的朋友圈擴散出去，此種網絡型態屬於「強連帶」，使得《四方報》對外獲

取資訊、資源的管道更為多元，以及有效提升《四方報》的知名度。前述研究發

現凸顯了「強連帶」在對外獲取資訊、資源方面的重要性，與過去「弱連帶」比

「強連帶」在獲取資訊上更為重要的理論論述略顯差異。最後，《四方報》扮演

台灣社會與新移民、工之間的「橋樑」角色，享有獲取來自於新移民、工的一手

資訊之優勢，不僅如此，政府單位、非營利組織與社運團體，也希望透過《四方

報》針對新移民、工的議題進行宣傳，此項研究發現驗證了「結構洞」能成為組

織優勢的理論論述。進言之，《四方報》針對新移民、工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表

現，受到外界的認可，同時提升了新移民、工在台灣社會的能見度與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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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理念為整體認知資本的核心，網絡成員圍繞著「讓弱勢發聲」

的理念彼此交流、互動，成為達成共識的關鍵。 

  「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是《四方報》整體認知資本的核心，不論是報社

的立場、報紙呈現的議題、內容，以至網絡成員對外溝通、互動的語言和符號，

皆圍繞著「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進行運作。網絡結構中的成員圍繞著「讓弱

勢發聲」的社會理念，進行交流、互動和意見的交換，有利於達成網絡結構成員

之間的共識，進而朝向一致性的目標邁進。 

  《四方報》於各發展階段的理念推廣之目的有所差異，進而採取不同的管道、

方式來進行理念的推廣。首先，《四方報》於創辦初期，為了開發潛在讀者群、

建立知名度，以實體報紙及「游擊式推廣」，打入新移民、工的生活圈，透過新

移民、工的母語，以及人際傳播的力量，成功開發潛在讀者群，並建立在新移民、

工圈的知名度。其次，《四方報》於成長期，為了拓展讀者群與知名度，納入了

一項新的推廣策略，即透過舉辦各項「文化行動」，例如：「艷驚四方」畫展與

「外婆橋計畫」等，藉以增加接觸新移民、工的管道。同時，「文化行動」充分

展現了東南亞族群的文化特色，嘗試打破台灣社會與新移民、工的語言溝通障礙，

透過生動、貼近人群的活動，成功吸引了主流媒體的報導，進而將接觸範圍拓展

至台灣社會大眾，達成跨文化的交流。最後，《四方報》於轉型期，為了持續拓

展讀者群與知名度，以及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加入了各項更貼近市場運作邏輯

的轉型計畫，例如：「親子共讀專刊」與「醫療友善空間」，以期從過去代言者

的角色，過渡到《四方報》與新移民、工互為主體的狀態，同時持續實踐「讓弱

勢發聲」的社會理念。 

 

（三） 關係資本奠基於網絡成員相互信任，以及對於組織社會理念的認同

之基礎上。 

  《四方報》整體的關係資本，主要奠基在網絡成員相互信任，以及對組織社

會理念認同的基礎上，進而產生網絡成員對組織的歸屬感，將自身視為團體中的

一分子，而願意付出金錢與力量，朝組織共同的目標邁進。 

  《四方報》於創辦初期，透過發行東南亞語言的平面報紙，以及新聞編採過

程，打入新移民、工的生活圈，建立與新移民、工的信任關係；於成長期圍繞著

「讓弱勢發聲」的社會理念進行活動的設計，執行各項「文化行動」，回應新移

民、工的需求，進而獲得各合作單位的認同，而願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給予

各項「資源」與「支援」，以及於轉型期推出各項符合補助單的期待之轉型計畫，

而獲得贊助單位的資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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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四方報》在對外尋找合作夥伴的首要考量要素，是對方是否認

同「讓弱勢發聲」此項社會理念，基於理念的認同，才有可能進一步發展出合作

關係。從創辦初期至今，《四方報》積極回應新移民、工的需求，成為《四方報》

迅速打入新移民、工生活圈，並獲得新移民、工的信任之關鍵。《四方報》透過

以東南亞語言作為出刊媒介、站在新移民、工的立場發聲，以及定期出刊的方式，

獲得新移民、工的信任，使得《四方報》的讀者來稿源源不絕。值得一提的是，

逃跑外勞在逃跑期間仍持續投稿，這些豐富的稿件匯聚成《四方報》的常態性版

面－－「逃」，提供逃跑外勞一個抒發情感的平台，讓逃跑外勞的心聲與逃跑的

過程等一手資訊不至於埋沒在訊息海之中。另外，《四方報》以實踐「讓弱勢發

聲」的社會目的為優先，經濟目的為其次，此種社會導向的營運方式，獲得了網

絡成員的認同，並建立《四方報》的可信度與企業形象，使得《四方報》在創辦

初期成功開拓潛在讀者群、建立知名度；在成長期順利推行各項文化行動，以及

在轉型期的實施計畫上，受到補助單位的認可。《四方報》與網絡成員關係之建

立、維繫與人際、社會網絡的擴大，有助於資源的引進及社會價值的創造。 

 

二、 《四方報》透過社會理念的傳遞，形成資源提供者的理念認同，

成為引進資源的關鍵。 

  綜觀《四方報》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其中，人脈、社會理念的傳遞、報社立

場、以信任為基礎的互惠關係、理念認同、外部合作關係、人際關係，以及長期

的信任關係，成為《四方報》引進資源的關鍵社會資本。論及前述各項社會資本

的重要性，本研究發現，《四方報》透過社會理念的傳遞，形成資源提供者的理

念認同，成為組織對外引進資源最重要的因素。 

  《四方報》透過社會資本引進人力資源、財務資源與社會資源。首先，《四

方報》透過社會資本所引進的人力資源包括：正職員工、志工、讀者投書，以及

外部寫手群，主要透過社會理念的傳遞，以及報社立場，作為引進人力資源最重

要的社會資本。其次，《四方報》透過社會資本所引進的財務資源包括：銷售通

路、資金補助和讀者，其中，讀者代表了《四方報》的訂報率與發行量，並間接

地為《四方報》創造了廣告收入，主要透過社會理念的傳遞，以及理念認同，作

為引進財務資源最重要的社會資本。最後，《四方報》透過社會資本所引進的社

會資源包括：企業形象、知名度，以及讀者間口碑行銷，主要透過社會理念的傳

遞、理念認同，以及報社立場，作為引進社會資源最重要的社會資本。 

  本研究發現，《四方報》除了透過社會資本引進組織所需的資源外，《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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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隸屬於世新大學台灣立報社的組織特性，亦成為了其獲取資源的優勢。進一

步來說，由於《四方報》獲得了台灣立報社在會計、總務、印刷、電腦中心各單

位的協助，與台灣立報社共享辦公室、設備、印刷廠和部分行政人員，而減輕了

《四方報》的經濟和人力編制負擔。不過，隸屬於世新大學台灣立報社的組織特

性，也意味著《四方報》在營運的過程中，有可能受到母單位的牽制與產業波及。 

 

三、 《四方報》的社會價值創造涵蓋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提升環

境條件、觀念的深化，以及回饋機制四大面向。 

  《四方報》的社會價值創造涵蓋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提升環境條件、觀念

的深化，以及回饋機制四大面向。首先，《四方報》實踐「讓弱勢發聲」的社會

目標，企圖解決新移民、工離鄉背井，長期處於孤立無援、被拒於社會權益保障

之外的社會問題，並藉由提倡平等人權、提供新移民、工就業機會，以及新移民、

工的培力來實踐之。其中，在平等人權的倡導與實踐方面，《四方報》聲援逃跑

外勞、翻轉民眾對於跨國婚姻議題的負面印象，以及參與每兩年舉辦一度的移工

大遊行，支持新移民、工爭取平等權益等行動，皆展現《四方報》「讓弱勢發聲」、

訴求平等人權的社會理念。在提供就業方面，《四方報》邀請東南亞籍配偶、在

台求學的東南亞留學生及華僑，加入編輯的行列，等同於釋放出新聞實務界的工

作機會，讓新移民、工同樣擁有進入新聞傳播產業職場的機會。在培力方面，《四

方報》藉由讀者投書版面，培養新移民、工書寫、閱讀中文和東南亞語言的能力，

使得新移民、工在投稿的過程中，逐步提升中文與母語的閱讀、表達及書寫能力。 

  其次，《四方報》提升環境條件的社會價值主要透過降低資訊落差以及建立

一個更友善新移民、工的支持體系來實踐。其中，在降低資訊落差方面，新移民、

工透過閱讀《四方報》，獲得了新知識、生活資訊和相關政府單位的聯絡方式，

前述相關資訊的指引，有助於排解新移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難處。在建

立支持體系方面，主要透過《四方報》於轉型期所推出的「醫療友善空間」計畫

來實踐。「醫療友善空間計畫」的目的，是希望解決新移民、工在看病時所面臨

的困境，於是，《四方報》推動在醫院內及病人的藥袋上標示東南亞語言，以解

決新移民、工在看病時所面臨的語言障礙。此項計畫獲得了新移民、工的支持，

主要原因是此項計畫的落實，使新移民、工更容易理解醫院內的醫療設備與相關

服務，並且讓新移民、工無須在仲介公司或翻譯的陪同下看病，意味著新移民、

工在看病時的隱私權受到重視。不過，「醫療友善空間」計畫仍在籌備當中，所

產生的具體社會效益有待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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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四方報》促成觀念的深化此項社會價值，主要透過《四方報》提倡

台灣社會重視多元文化，以及推動新移民、工的親職教養來實踐。在提倡台灣社

會重視多元文化方面，《四方報》從平面報紙所延伸出的各項「文化行動」，有

助於增加台灣社會大眾認識新移民、工與東南亞文化的管道，像是「外婆橋計畫」

的執行，成功翻轉了計畫參與者對於東南亞文化的刻板印象，並促成台灣社會與

東南亞的跨文化交流，進而深化重視多元文化的觀念。在親職教養方面，《四方

報》推出「親子共讀專刊」，此計畫的目的在於，藉由新移民父母帶領新移民二

代共同閱讀東南亞語言的刊物，增進親子互動，讓新移民二代認識東南亞的文化，

翻轉新移民二代對於母國文化的刻板印象。 

  最後，《四方報》針對新移民、工的回饋機制，主要透過持續提供新移民、

工發聲的平台，以及提升新移民、工在台灣社會的曝光量與能見度來實踐。《四

方報》採取平面報紙與文化行動雙管齊下的方式，目的在於拓展接觸新移民、工

和台灣社會大眾的管道，各種生動活潑與體現東南亞之美的展覽、活動與節目，

不僅吸引台灣社會與主流媒體的關注，也讓台灣的社會大眾認識和理解東南亞的

文化。 

  本研究發現，《四方報》在降低資訊落差此一面向，獲得了新移民、工高度

的認可。《四方報》所提供的資訊包含：新知識、生活資訊、相關政府單位的聯

絡方式，以及新聞等，透過相關資訊的指引，有助於排解新移民、工在日常生活

當中所遇到的難處。不過，在本研究所列舉的促成「反歧視」之觀念深化此項社

會價值方面，根據新移民、工的訪談結果，台灣社會對於東南亞的新移民、工與

東南亞文化，仍存在刻板印象與歧視現象，說明《四方報》在促成「反歧視」的

觀念深化方面，仍有不足的地方。未來，《四方報》能積極朝向降低台灣社會歧

視東南亞新移民、工的目標邁進。 

 

第二節、 社會企業型媒體以社會資本作為資源策略之建議 

  社會資本取自於社會網絡，是一種透過人際關係取得資源的能力。社會企業

型媒體以社會資本作為資源策略的意涵在於，組織可突破完全仰賴經濟能力才能

取得資源的侷限，進言之，組織無須完全依賴金錢才能購入所需的機械設備，或

是支付高額薪資以吸引人才的湧進。對於先天上面臨資源困境、資本薄弱的社會

企業型媒體來說，社會資本成為了引進資源的關鍵。根據《四方報》的個案分析

結果，社會企業型媒體以社會資本作為資源策略，有效為組織引進人力、財務與

社會資源。 

  首先，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四方報》透過社會理念的傳遞，形成資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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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理念認同，成為組織對外引進資源最重要的因素。據此，本研究建議，社會

企業型媒體成立的前提，是必須具備一個良善且有說服力的社會理念。接著，社

會企業型媒體所產製的內容與所提供的服務，必須與社會理念緊密連結，並回應

社會公益對象的需求。以《四方報》此一個案來說，從發行五種語言的平面報紙，

到舉辦各式各樣的文化行動，以致於轉型期企圖建立一個新移民、工的支持體系

等計畫，皆圍繞著《四方報》的社會理念－－「讓弱勢發聲」，進而獲得組織外

部利害關係人的認同與信任，再進一步將認同與信任等社會資本，轉換為對組織

具有價值的資源。 

  其次，根據《四方報》的個案分析結果，社會變遷是社會企業型媒體在營運

過程中的一大挑戰。以《四方報》為例，《四方報》逐步調整報紙內容的比例，

以因應新移民、工生活狀態的改變。更具體地說，讀者投書版面撐起了過去的《四

方報》，新移民、工透過讀者投書版面抒發心情、獲得安慰，並將散落在台灣各

地的新移民、工連結了起來。然而，隨著網路科技的發達，平面報紙受到極大的

衝擊，過去，新移民、工仰賴實體報紙作為相互交流及獲取資訊的平台，因著智

慧型手機在新移民、工圈的普及，新移民、工可隨時聯繫友人和瀏覽新聞網站的

資訊，對《四方報》的依賴程度隨之降低。於是，《四方報》逐步減少讀者投書

的篇幅，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新移民、工需要的資訊，特別是法令、生活資訊及針

對台灣人和新移民二代的內容，不斷加強資訊的提供，以確保讀者不會大量地流

失。據此，本研究建議，社會企業型媒體應重視社會公益對象的需求與生命狀態

的改變，必要時，可透過問卷調查或參與觀察等低成本的方式，藉以深入理解社

會公益對象的生命狀態之轉變，才能與時並進，回應社會企業公益對象不斷變動

的需求。 

  除了上述內容方面的調整，《四方報》為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於轉型階段

積極開拓發行平面報紙以外的獲利模式，例如：親子共讀專刊、醫療友善空間，

以及仍在籌劃階段的東南亞商品網購、貨運及金融商品服務等計畫。在找尋獲利

模式之際，也延伸出一項值得探討的議題：如何避免社會企業型媒體的獲利模式

衝擊組織的社會理念？據此，本研究建議，社會企業型媒體的財務必須透明化，

另外，社會企業型媒體所賺取的利潤，應妥善運用在其所欲解決的社會問題上。

本研究提出以下幾個具體的方向，以供社會企業型媒體的經營者參考：一是將利

潤運用於改善社會公益對象的生活品質。二是將利潤運用於組織內部的員工訓練，

以產製出更優質的內容，回饋公益。三是將利潤運用於提升內部員工的福利，以

招募優秀人才和建立員工忠誠度。 

  最後，根據《四方報》的個案分析結果，《四方報》的社會公益對象，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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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新移民、工，在組織的營運過程當中，扮演了多重的角色，分別為：社會

公益對象、消費者與資源提供者。更具體地說，《四方報》成立的宗旨即為了提

供新移民、工一個發聲與接收資訊的平台，並將新移民、工列為目標讀者與消費

者，同時，新移民、工提供大量的讀者投書，甚至有些新移民、工直接加入編輯

行列，成為《四方報》人力資源的一部份。據此，本研究認為，《四方報》與新

移民、工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共生」關係，此種「共生」關係的延續，有賴於

人際關係的建立與維繫。因此，本研究建議，《四方報》未來可將更多的心力投

入到人際關係之建立與維繫上。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節首先說明個案研究、研究過程與研究架構的限制，接下來，根據個別的

研究限制，提出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一、 個案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選擇以社會企業型媒體《四方報》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旨在探討《四

方報》如何運用社會資本為組織引進資源和創造社會價值，在研究結果的呈現上，

以《四方報》的實務運作情況，作為探討的重點。事實上，個別的社會企業型媒

體在社會目標、經濟目標與社會公益對象的選擇等面向，差異性甚大，例如：上

下游新聞市集的成立，是為了推動、建立一個關注農業、食物與環境等友善土地

議題的網站，以彌補主流媒體對於食物與農業議題內容的缺口，故以小農作為主

要的社會公益對象。《大誌雜誌》的成立，則是為街友創造就業機會，使他們重

獲生活的主導權。由此可見，個別的社會企業型媒體在營運模式上差異甚大，而

《四方報》運用社會資本，引進資源的策略，以及社會價值的創造，不盡然能完

全符合其他兩個社會企業型媒體的實務運作情況。據此，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

者可針對不同的社會企業型媒體之營運模式、資源策略，以及社會價值之創造等

議題，進行比較研究，以掌握個案的差異性與優劣處。 

 

二、 研究過程的限制 

  在本研究執行期間，《四方報》正面臨轉型，因此針對轉型前後的實際營運

情況之差異，無法進行完整的探討。此外，在訪談設計方面，第二階段針對新移

民、工的訪談過程，面臨語言上的障礙，造成部份重要的訊息，或因為無法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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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表達與接收而流失。在田野調查的部份，在盡量不打擾研究對象的工作情況之

下進行，由於研究者作為外來者，有些活動場合較難打入，無法更深入地記錄《四

方報》與外部利害關係人的互動全貌。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透過長期擔任

《四方報》的志工，加長田野觀察的時間，以更深入地掌握《四方報》與外部利

害關係人的互動全貌，深化《四方報》社會資本議題的內涵。 

 

三、 研究架構需持續補強與進行修正 

  目前，國內以社會企業角度來研究媒體組織的研究文獻稀少，本研究嘗試透

過社會企業的角度來定義《四方報》，並探討其運用社會資本，為組織引進資源，

以及創造社會價值的營運現況，絕大多數的文獻是參考國外的案例與研究文獻，

或無法與台灣的社會企業模式完全吻合。此外，在社會資本的分析架構方面，本

研究參酌 Nahapiet & Ghoshal（1998）所提出的社會資本分析架構，並且調整各

次面向的操作型定義，以期符合作為探討媒體組織社會資本的架構，此架構不盡

然適用於其他媒體組織，建議後續的研究可持續擴充、修正本論文之架構，以深

化媒體組織社會資本議題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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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從2011年7月開始，《四方報》推出「艷驚四方－當代台灣異鄉人創作

巡迴展」，將讀者投遞的畫作整理展出，並透過作品展覽，期望台灣大

眾能採取同理心去認識新移民／工的故事和生活（台灣立報，2011.07.26；

蔡坤成，2011.12.18）。「艷驚四方」不僅是畫展，更是一種文化行動，

集結了新移民／工的畫作，向台灣社會發聲（張正，2013.01.18）。 

 

［2］ 從2011年7月開始，誠致教育基金會、《立報》與《四方報》共同發起

「外婆橋計畫」，邀請台灣老師、新住民媽媽與新住民之子共同組成文

化學習團隊，一起回到外婆家過暑假，此計畫的目標是希望台灣老師、

新住民媽媽與新住民之子都能獲得重大的感動與改變：讓台灣老師透過

學習東南亞在地文化，充實多元知能，轉化成為教學專業能力；讓新住

民媽媽帶領老師與孩子體驗熟悉的母國文化，啟動自我培力機制，翻轉

弱勢標籤，展現個人實力，以及讓新住民之子有機會承繼來自外婆家豐

厚的文化與親情滋養，翻轉對東南亞的刻板印象，發展健全人格（台灣

立報，2014.02.24）。 

 

［3］ 從2012年10月起，《四方報》與香港華僑陳就娣女士紀念中心合作，開

辦全台首創的「五語+N學堂」，針對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柬

埔寨、緬甸和馬來西亞七國的語言和文化，開辦各8週16小時的免費課

程，此計畫以培養東南亞語言師資、推廣多元文化為宗旨（台灣立報，

2012.11.20）。 

 

［4］ 《四方報》於2013年開始，舉辦「青年田野計畫」，目的是讓大專青年

以公民記者身分，親身接觸並深入了解生活周遭的新移民／工，報導他

們在台灣的處境和心路歷程，從中培養在地國際觀與社會關懷，成為和

諧、多元文化的重要推手（林任遠，2014.02.26）。 

 

［5］ 2013 年 7 月，《四方報》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文社會企業創新

育成扶植計畫」補助，推展「五語倫比－落實新移民／工台灣文化傳播

權計畫」（李宜霖，2013.07.31）。《四方報》以此為期三年的計畫作

為轉型為「藝文社會企業」的重要方針，主要任務包含：一是以中、外



1 2 4  

 

文雙語對照，作為東南亞新移民／工與台灣人的溝通橋樑；二是提供東

南亞新移民／工台灣生活資訊；三是提供非營利組織、公部門一個公開

交流和串聯的平台，以及四是舉辦系列多元文化交流活動，讓新移民／

工的書寫與繪畫公開展出，且讓台灣社會接觸與認識東南亞文化（陳大

衛，2013）。 

 

［6］ 「唱四方」是首個全東南亞語言的歌唱節目，於2013年7月開始，由台

灣外籍勞動者發展協會、辣四喜影像工作室和《四方報》合力製作，並

在台灣綜合台及網路上播出，此節目在公共場所尋找新移民／工，讓他

們對鏡頭演唱故鄉歌曲，目的是讓異鄉人擁有發聲的機會，同時讓台灣

人接觸新移民／工的多元面貌（郭琇真， 2013.07.07；林任遠，

2014.02.26）。 

 

［7］ 菲台組織，是一個由菲律賓在台新住民自發性組成的網路聯誼會，成員

大部分是嫁到台灣的菲律賓外籍新娘，透過此網路聯誼會互相分享、交

流、聯繫感情（李岳軒，菲律賓文主編，訪談，201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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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訪問題綱 

 

壹、 媒體經營者訪問題綱──社會資本與資源部份 

 

一、 實驗與發展期：2006年9月至2008年4月 

 

（一） 結構資本與資源的獲取 

 

1. 請問《四方報》試刊、創刊初期，組織內部的人力配置狀況為何？ 

2. 請問《四方報》透過何種方式號召新移民／工加入編輯的行列？ 

3. 請問《四方報》試刊、創刊初期，是否對外尋求補助？這些對象是誰？

透過甚麼管道來接觸他們？ 

4. 請問《四方報》試刊、創刊初期，如何談定印刷、贈閱及銷售通路？這

些對象是誰？透過何種方式來接觸他們？ 

5. 請問泰文《四方報》的創刊，對組織內部的人力配置造成甚麼樣的改變？

增加了哪些合作／結盟的對象？ 

6. 《四方報》扮演著新移民／工與台灣社會的「橋梁」。請問此種角色對

於組織在掌握資訊或資源方面，帶來何種優勢／劣勢？ 

7. 請問您覺得組織內部成員所累積的人脈，在對外獲取資訊或資源方面重

要嗎？為甚麼？ 

 

（二） 認知資本與資源的獲取 

 

1. 請問《四方報》在創辦初期，如何將「讓弱勢發聲」的創辦理念傳遞出

去（例如：語言、圖／照片或是敘事脈絡等）？是否達成宣傳的效益？ 

2. 請問《四方報》在創辦初期，基於何種原因來決定合作／結盟的對象？

是基於彼此間對於社會理念的共識嗎？是基於獲取某種資源嗎？或是

其他的因素呢？ 

3. 請問《四方報》在創辦初期，投入了甚麼資源來突破“文盲辦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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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係資本與資源的獲取 

 

1. 請問《四方報》在創辦初期，如何深耕各地基層，以換取新移民／工的

信任？請您說明此種信任關係建立的過程。 

2. 《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這部作品集匯集了許多逃跑外勞的故

事。請問《四方報》如何取得逃跑在外外籍勞工的信任，促使他們仍定

時地投稿？ 

3. 請問《四方報》在創辦初期，透過與新移民／工所建立的信任關係，能

為組織帶來甚麼資源？請舉例說明。 

4. 請問《四方報》在創辦初期，如何培養組織內部成員的忠誠度？是透過

獎懲制度嗎？或是其他方式？ 

5. 為滿足外界，特別是新移民／工對《四方報》的期待，請問《四方報》

在創辦初期，如何將「讓弱勢發聲」的使命付諸於行動（例如：發表意

見／立場、與社運團體合作或是動員讀者等）？ 

6. 請問《四方報》在創辦初期，透過何種方式取得新移民／工的認同？此

種認同關係為《四方報》帶來了甚麼資源（例如：加入編輯部的行列等）？ 

 

二、 成長期：2008年4月至2013年7月 

 

（一） 結構資本與資源的獲取 

 

1. 請問印尼文、菲律賓文及柬埔寨文《四方報》的創刊，對組織內部的人

力配置造成甚麼改變？ 

2. 《四方報》於成長期積極拓展銷售據點。請問《四方報》於此階段增加

了哪些合作／結盟的對象？透過甚麼管道接觸他們？ 

3. 《四方報》於成長期，將服務範圍延伸至舉辦各種與新移民／工息息相

關的展覽、活動。請問這是否意味著《四方報》必須更積極地擴大人際、

社會網絡？此種人際、社會網絡的擴大是基於何種目的？透過何種方式

來達成？ 

 

（二） 認知資本與資源的獲取 

 

1. 隨著服務族群的擴大，請問《四方報》如何加強社會理念的傳遞（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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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圖／照片或是敘事脈絡等）？是否達成宣傳的效益？ 

2. 請問《四方報》於成長期，基於何種原因來決定合作／結盟的對象？是

基於彼此間對於社會理念的共識嗎？是基於獲取某種資源嗎？或是其

他的因素呢？ 

3. 請問《四方報》投入了甚麼資源，來迎向五種語言同時發行的挑戰？ 

4. 加入國際移民聯盟，對《四方報》來說具有何種特殊的意義？ 

5. 請問《四方報》是基於何種動機（例如：促進台灣人與新移民／工彼此

間的相互了解等），將服務範圍延伸至舉辦各種與新移民／工息息相關

的展覽、活動？ 

 

（三） 關係資本與資源的獲取 

 

1. 請問《四方報》當初將「畫展」與「文化行動」結合的構想是如何形成

的？艷驚四方，當代台灣異鄉人創作系列展」能夠順利展出，是否對外

尋求合作，這些合作的對象有哪些？透過甚麼方式來說服他們共同合

作、參與其中（例如：信任、理念認同等）？這些人際關係的建立為《四

方報》或「艷驚四方」畫展帶來了甚麼資源？ 

2. 以「外婆橋計畫」來說，請問《四方報》如何將台灣老師、新住民媽媽、

新住民之子和誠致教育基金會等各方的力量集結起來（例如：管道、人

脈、信任、認同、義務與期待等）？這些人際關係的建立為《四方報》

或是「外婆橋計畫」帶來了甚麼資源？ 

3. 以「五語+N 學堂」為例，請問《四方報》與香港華僑陳就娣女士紀念

中心的合作關係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四方報》透過哪些管道號召老師

和學生？此項計畫的參與者有機會成為《四方報》的記者、編譯或是提

供其他援助嗎？ 

4. 以「青年田野計畫」為例，《四方報》當初鎖定大專青年作為目標對象

的動機是甚麼？《四方報》透過何種管道號召大專青年加入公民記者的

行列？此項計畫為《四方報》帶來了甚麼資源的回饋（例如：內容、記

者、編譯等）？ 

5. 以「唱四方」為例，請問《四方報》與台灣外籍勞動者發展協會，以及

辣四喜影像工作室的合作關係是如何建立起來的？請問《四方報》如何

取得台灣綜合台的播放權？請問《四方報》如何走入新移民／工的生活

圈，說服他們接受「唱四方」的錄製（例如：理念的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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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轉型期：2013 年 7 月至今 

 

（一） 結構資本與資源的獲取 

 

1. 請問《四方報》獲國藝會「藝文社會企業創新育成扶植計畫」補助，並

推展「五語倫比－落實新移民／工台灣文化傳播權計畫」後，對組織內

部的人力配置造成甚麼樣的改變？ 

2. 面臨轉型，請問《四方報》對外尋求了哪些合作／結盟的對象？透過甚

麼管道接觸他們？ 

 

（二） 認知資本與資源的獲取 

 

1. 轉型對《四方報》的創辦理念造成了甚麼影響（例如：延續了甚麼精神、

加入了哪些元素，或改變了哪些理念等）？ 

2. 《四方報》於轉型期，基於何種原因來決定合作／結盟的對象？是基於

彼此間對於社會理念的共識嗎？是基於獲取某種資源嗎？或是其他的

因素呢？ 

3. 請問《四方報》投入了甚麼資源，來迎向轉型的挑戰？ 

4. 向「藝文社會企業」轉型，對《四方報》來說具有何種特殊的意義？ 

 

（三） 關係資本與資源的獲取 

 

1. 以「五語倫比」計畫為例，請問《四方報》計畫如何將政府、社運團體

或是民間力量集結起來（例如：信任、認同、義務與期待等）？ 

2. 承上題，請問《四方報》預期這些關係的建立，能為《四方報》或「五

語倫比」計畫帶來甚麼資源？ 

3. 《四方報》自創辦以來，以作為新移民／工與台灣社會的「橋梁」為核

心任務。請問《四方報》預期能為台灣社會做出何種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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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社會公益對象／消費者訪問題綱──社會價值部份 

 

一、 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 

 

1. 請問您認為新移民／工在台灣生活，最常遇到的問題是甚麼？請問您認

為《四方報》聲援逃跑外勞、對於跨國婚姻議題的立場，以及聲援移工

大遊行等作法有助於新移民、工爭取平等的權益嗎？ 

2. 請問您認為新移民、工到《四方報》擔任主編、編譯、志工等工作，有

助於讓他們看見自己的能力或培養自己的能力嗎？ 

3. 請問根據您投稿到《四方報》的經驗，是否能提升母語書寫或表達能力

或是帶來其他的收穫呢？ 

 

二、 提升環境條件 

 

1. 請問您透過《四方報》得到甚麼資訊？這些資訊對您帶來甚麼幫助？ 

2. 未來，如果在台灣有為新移民／工打造的東南亞商品網購、貨運或是金

融商品服務，您覺得這些服務能為您的生活帶來甚麼改善？ 

3. 未來，如果在台灣有的醫院設有醫療友善空間，您覺得這些服務能為您

的生活帶來甚麼改善？ 

 

三、 觀念的深化 

 

1. 請問您認為《四方報》的創辦，能不能增進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工的

了解？為甚麼？ 

2. 請問您認為透過在台灣舉辦各種與新移民／工息息相關的展覽、活動

（例如：畫展、講座、歌唱節目等），能為新移民／工帶來甚麼收穫（例

如：發表意見、抒發心情、建立人際關係、解決生活上的問題等）？ 

3. 請問您認為在台灣舉辦各種與新移民／工息息相關的展覽、活動，能不

能增進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工的了解？為甚麼？ 

4. 未來，如果在台灣有一份可供新移民／工的家長與孩子共同閱讀的刊

物，您覺得可以促進親子關係、讓孩子了解東南亞的文化或是其他的助

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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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饋機制 

 

1. 請問您認為《四方報》這份實體報紙、以及相關的文化行動有助於提升

新移民、工在台灣社會的能見度與曝光率嗎？ 

 

 

 

 

 

 

 

 

 

 

 

 

 

 

 

 

 

 

 

 

 

 

 

 

 

 

 

 

 



1 4 2  

 

附錄B 

 

《四方報》發展史 

 

時間 大事紀 

2006年09月 越文《四方報》試刊。 

2006年12月 越文《四方報》創刊。 

2007年02月 獲得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補助。 

2007年02月 《四方報》透過全台杏一醫療門市贈閱。 

2007年03月 
獲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台北市社區銀髮族服務協會補

助。 

2007年09月 越文《四方報》由每份10元調漲為每份20元。 

2007年12月 製作2006年至2007年12月越文《四方報》合訂本《英雄》。 

2008年02月 由立報印刷廠轉至蘋果日報印刷廠印製。 

2008年04月 泰文《四方報》創刊。 

2008年09月 協辦大大樹音樂圖像之2008年流浪者音樂節。 

2008年12月 製作2008年《四方報》合訂本《英雄2》。 

2009年01月 於全台OK便利商店販售。 

2009年01月 與大大樹音樂圖像共同主辦碧潭音樂節。 

2009年02月 協助台灣第一部描寫移工的電影－－「歧路天堂」之翻譯與宣傳。 

2009年03月 邀請越南歌手來台，舉辦四方之聲巡迴音樂節。 

2009年06月 於AMAZON網路書店上架販售。 

2009年08月 開辦48441簡訊╱便利商店之訂報、留言系統。 

2009年09月 協辦「望向彼方：亞洲新娘之歌」侯淑姿攝影展。 

2009年09月 協辦大大樹音樂圖像之2009年流浪者音樂節。 

2009年12月 協辦台灣小小生活文化創意推廣協會之「他鄉軌跡創作工作坊」。 

2009年12月 號召讀者參與2009移工大遊行。 

2009年12月 越文《四方報》於全台全虹電信門市上架銷售。 

2009年12月 
於圖片網站flickr開闢「四方藝廊」，將讀者來函中的讀者手繪圖

片分享於網站。 

2010年01月 泰文《四方報》於全台全虹電信門市上架銷售。 



1 4 3  

 

2010年03月 協辦台灣南洋姊妹會之「東南亞語翻譯工作隊」。 

2010年05月 越文《四方報》於萊爾富便利商店上架銷售。 

2010年08月 
參與世新大學夏曉鵑教授主持之國科會數位典藏多元推廣應

用計畫。 

2010年12月 越文、泰文《四方報》於長榮航空飛越南、泰國的班機上贈閱。 

2010年12月 舉辦四場越界書寫、望向東南亞系列座談。 

2010年12月 自辦全台首次「越南勞工在台生活滿意度」電訪調查。 

2011年01月 與全虹電信結束合作。 

2011年05月 
推展「五語倫比」計畫：開辦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柬

埔寨等五份「四方報新移民專刊」。 

2011年05月 印尼文、菲律賓文及柬埔寨文《四方報》創刊。 

2011年07月 加入國際移民聯盟。 

2011年07月 「豔驚四方：台灣異鄉人創作展」於雲林虎尾厝沙龍首展。 

2011年07月 
執行「外婆橋計畫」，集合新北市興南國小教師、越南外配、

子女兩名返越南 20 天。 

2011年10月 
印尼文、菲律賓文、柬埔寨文《四方報》於長榮航空飛該國班

機贈閱。 

2011年11月 獲頒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2011 年社會公器獎。 

2011年12月 
總編輯張正獲頒經理人月刊 2011 年年度 100MVP（最有價值

經理人）。 

2012年02月 越文《四方報》於全台 500 家 7-11 便利商店上架銷售。 

2012年04月 總編輯張正獲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 

2012年04月 編譯首部逃跑外勞作品集－－《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 

2012年05月 
於洪建全文教基金會敏隆講堂舉辦《艷驚四方》跨國移工畫家

四人聯展與系列座談。 

2012年07月 於就娣外籍生研習中心舉辦《四方沙龍》系列講座。 

2012年08月 於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小舉辦《艷驚四方》畫展及越南文物展。 

2012年09月 
維多莉亞韓語文中心負責人李三財（李翊龍）捐贈五語《四方

報》至全台鄉鎮圖書館。 

2012年10月 
與就娣外籍生研習中心合作，開辦「五語+N 學堂」，免費教

授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柬埔寨、緬甸等六國語言。 

2012年10月 獲頒勞委會「多元就業金旭獎」之最佳行銷推廣獎。 

2012年12月 《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獲《中國時報》開卷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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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卷好書獎」之「評審特別推薦」。 

2012年12月 
《四方報》泰文主編林周熙，獲選為國民黨青年團「新移民青

年大使」。 

2013年01月 
《新移民工友善社會的最後一哩》獲得信義房屋之「社區一家

幸福行動計畫」首獎。 

2013年02月 
與國民黨青年團合作，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舉辦「新移民‧

心印象」畫展。 

2013年02月 
與民進黨台北市市黨部合作，於台北捷運忠孝復興站北側藝文

廊舉辦「遇見心故鄉」畫展。 

2013年03月 
編譯台越跨國婚姻作品集《離－我們的買賣，她們的一生》，

時報出版社出版。 

2013年06月 與民主基金會合作，執行「青年田野計畫」。 

2013年07月 
「唱四方」節目於台灣綜合台開播，並於各地有線電視公用頻

道播出。 

2013年07月 
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文社會企業創新育成扶植計畫」補

助，朝向「藝文社會企業」轉型。 

2014年 

推出為期三年的「五語倫比－落實新移民／工台灣文化傳播權

計畫」：第一階段新增《四方報》的兒童版面與「親子共讀專

刊」；第二階段計畫打造東南亞商品網購、貨運及金融商品服

務。 

本研究整理自：維基百科（2013.02.17）；李宜霖（2013.07.31）；何定照（2013.10.21a）；

何定照（2013.10.21b）；陳大衛（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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