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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透過社會企業改善社會問題，是目前各國政府發展要點之一。然針對社會企業餐廳
(Social Enterprise Restaurant, SER) 的探討相當有限，爰此，本研究採單一個案研究，擇
定位於東部的 SER 啄木鳥的家 casa+為研究場域，著重於其主要利益關係人的參與動機
和社會價值創造。研究方法使用半結構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參與觀察法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蒐集資料，共訪談 1 位創業者、7 位員工、25 位顧客及 3 位合
作夥伴，並在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8 月進行 5 次參與觀察。採主題分析法 (thematic
analysis)、開放式編碼和轉軸編碼進行分析，最後運用三角檢證、同儕和專家檢核確保
研究的可信賴度 (trustworthiness)。研究結果顯示，SER 創業者的創業動機為發現社會問
題、追求永續經營、外力支持和個人信念驅動；SER 員工工作動機為經濟需求、管理者
領導風格、回饋家鄉、自我學習與成長和成就感；顧客消費動機為為品嘗美食、口碑推
薦、觀光旅遊、支持店家理念、社交和體驗主題活動；SER 合作夥伴的合作動機為平台
銷售與推廣、嘗試不同職涯和地緣關係；SER 的社會價值創造為陪伴偏鄉兒童、翻轉偏
鄉青年生命、增進社區整體福祉和提升顧客幸福感。本研究結果可供政府、管理者及欲
投入社會企業餐廳者做參考，並補足了現有社會企業文獻中較缺乏員工、合作夥伴視角
和東部案例的缺口。

關鍵詞：社會企業餐廳、創業動機、工作動機、消費動機、社會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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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through social enterprises is one of the key
development priorities of many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enterprise restaurant (SER) sector. In an attempt to fill this research
gap, this study adopts a case study approach and selected Woodpecker Casa+ Restaurant in
Hualien as a study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and social value creation of SER from key
stakeholders’ perspective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were the
main methods of collection. A total of one entrepreneur, seven employees, 25 customers and
three partners were interviewed, and five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s were conducted between
November 2018 and August 2019.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along
with open coding and axial coding. Triangulation of method, triangulation of data, member
checks prolonged engagement, intracoder agreement and intercoder agreement were used to
ensure the trustworthiness of the findings. The findings reveal four key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s of SER, namely,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pursu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ternal support, and personal belief. The motivations of SER employees included economic
needs, leadership style of the entrepreneur, giving back to hometown, self-learning and growth,
and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The motivations of SER customers were to taste delicious food,
word of mouth recomendations, sightseeing, supporting social goals of the restaurant,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xperiencing themed events/activities. The main motivations of SER partners
included selling and promoting products at the SER platform, trying different care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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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s. The social values created by the SER were to accompany children of
remote areas, to reverse the life of the young people, to promote the overall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and to enhance the happiness of the customers. The findings are believed to provide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government, managers and those who want to join SER, and contribute
to a more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SER, particularly from a multiple-stakeholder perspective.

Keywords: social enterprise restaurant,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work motivation,
consumer motivation, social valu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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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第一節

緒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快速的全球化、科技日新月異下，帶來便利的生活和豐富的資訊，然而在這波
經濟發展的背後，卻衍生諸多社會、環境問題，而政府、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卻無法適時
解決。社會企業即秉持著「以愛創業，創愛的業」之信念，為幫助這些被排斥、邊緣化
的弱勢族群而生成 (Saebi, Foss, & Linder, 2019)。隨著 2006 年尤努斯教授獲頒諾貝爾和
平獎後，社會企業的火苗開始蔓延並蓬勃發展，我國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 (2018) 亦指
出：
「透過社會企業改善社會問題，是目前各國政府發展要點之一。」社會企業，一言以
蔽之，是一個兼具經營能力與社會效益的混合型組織 (Ebrahim, Battilana, & Mair, 2014)；
它以創新手法改善社會需求或解決原傳統部門乏力解決的問題，並透過建立以使命為基
礎的管理制度，凝聚成員間向心力，共創社會理想和營運獲利之目標 (朱永光，2014)，
因此其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力，引發官、產、學界和社福團體的關注。2009 年台灣社會企
業創新創業學會成立，舉辦學術研討會和培訓課程，積極推動我國社會企業的育成和發
展，不僅引起社會企業的研究熱潮和關注，亦開拓多元的學術視野。隨後，輔仁大學首
創社會企業學程與碩士學位，期望能培育公民參與，並透過辨認社會需求、資源整合以
重建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永續的新秩序。2013 年社企流正式成立，搭起華
文界社會企業平台，提供知識分享、活動交流、育成計畫。2014 年，政府更提出《社會
企業行動方案》，正式邁入臺灣社企元年。
縱使有好的理念跟資源，然而時代造英雄，我們尚需適合創業發展的環境。從全球
宏觀的角度來看，2018 年臺灣的全球創業精神發展指數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GEI)，年度綜合分數為 59.5，全球排名第 18，在亞太區位居第 3，僅次於澳洲和香港 (黃
暖雲，2017) (詳見圖 1)。該指標是美國華盛頓特區之非營利研究機構「全球創業精神暨
發展機構 (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GEDI)」所提出，以創
業 態 度 (entrepreneurial attitude) 、 創 業 能 力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和 創 業 企 圖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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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ial aspirations) 三 大 面 向 來 做 評 估 ， 用 以 衡 量 一 國 的 創 業 生 態 系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即指創業發展環境)。其中，我國以創業企圖心的表現最為亮
眼，排名全球第 11 名，展現國人創業動機濃厚，這亦為促進多元創業型態蓬勃發展的
重要助力 (黃暖雲，2017)。

圖 1. 臺灣於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的表現。資料來源：“全球創業觀察—2018 全
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GEI)”。黃暖雲，2017，臺北產
經資訊網，取自 https://bit.ly/3keakC4

臺灣 GEI 指數能位居亞洲第三的原因，除國人普遍懷有創業夢想外，部分來自於政
府的大力支持，提供諸多管道和獎金競賽機制作誘因。政府除推動大專青年 U-start 創新
創業計畫、女性的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和創業飛雁計畫之外，近年更將焦點投入社會企業，
結合弱勢扶助、多元就業的概念，自《社會企業行動方案》開始，積極打造適合社會企
業孕育的環境。不僅如此，2018 年更推出《社會創新行動方案》，希望能響應聯合國的
永續發展目標，藉由跨部會工作平台協助社會企業和社會創新的育成。
在眾多產業當中，根據 2017 年底財政部統計通報顯示，自 2012 年以來，餐飲業家
數年增長率約 5%，開業比高達 11.1%，是具實體店面中開業比最高的行業。可見進入門
檻低、能滿足民生需求的餐飲業往往最受到創業者青睞，故餐飲業創業風潮在臺灣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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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不衰 (財政部統計處，2017)。然而，餐飲業也因勞力密集、高流動率，加上不可儲
存性、不可分割性、無形性和需求波動大等特性，使得經營管理不易。故開業比雖高，
歇業比亦高達 7.6%，遠高過平均 4.6% (財政部統計處，2017。) (詳見圖 2)，汰換速度幾
乎冠居眾產業之榜首，可見餐飲市場競爭已日趨白熱化。

105年營業人開、歇業家數占總家數比重－按行業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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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5 年營業人開、歇業家數占總家數比重－按行業別分。資料來源：“財政統計
通報第 25 號”。財政部統計處，2017，財政統計通報，取自 http://www.mof.gov.tw/Fil
e/Attach/76760/File_11448.pdf。本研究自行繪製。

在這波競爭激烈的紅海中，伴隨著當代社會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倫理消費意識的
抬頭，促使了新型態餐廳的誕生。根據美國知名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指
出，一種以慈善為主的餐廳正在崛起，78%的消費者希望餐飲企業「支持社會公義」
(Kronsberg, 2018)。公益形象使得餐廳廣受消費者矚目和支持，甚至吸引了顧客、政府或
是非營利組織在資金和人力上的大力挹注。如在日內瓦的 Le Cinquième Jour 餐廳，透過
將生態、經濟和人性三大概念結合，每周開放一天給無家可歸和有需求的人免費餐點，
不僅讓原本要丟棄的高檔食材重新躍上舞台，更創造了許許多多令人感動的故事，使得
餐廳邁向可持續性的發展 (Mccafferty, 2019)。顯然，社會性概念的餐廳將是未來不可忽
視的明日之星，而若能融合社會企業的概念，發展的潛力將不容小覷。
3

社會企業近年雖已逐漸受到學術界關注，並蔚為顯學。然而，多數研究僅以社會創
業家進行探討，包括創業家的人格特質、能力、態度和動機等 (Barendsen & Gardner, 2004;
Martínez, Bañón, & Laviada, 2019; Sastre Castillo, Peris Ortiz, & Valle, 2015) 等，顯少考量
員工、消費者或合作夥伴的角度，如 Sastre Castillo 等 (2015) 以社會企業家的價值觀來
闡述其人格特質為對改革的開放性、追尋自我增強、順從普世倫理等，而 Martínez 等
(2019) 則使用高達 59 個國家之 25,631 名企業家的樣本，比較社會創業和一般創業的不
同，以及可能影響的關鍵因素。其次，針對餐飲業的社會企業－或者本研究所稱「社會
企業餐廳」的研究，仍處於理論發展的「初探」階段，不僅缺乏對於社會企業餐廳的定
義和發展描述，且多以較宏觀的角度去分析商業模式 (詹琬儀，2018；Alegre & BerbegalMirabent, 2016)，或以供應端的角度去探討企業的戰略 (Dzisi & Otsyina, 2014)、價值與
影響 (官有垣、王仕圖、杜承嶸，2018)。例如，Dzisi 與 Otsyina (2014) 認為背景脈絡
是影響管理的重大因素；而 Alegre 與 Berbegal-Mirabent (2016) 提出餐旅業社會商業模
式創新的關鍵因素為價值主張、適當市場研究、利益關係人參與、社會需求壓力及對員
工的管理信任等，並呼籲該領域尚有許多模糊且未釐清的概念，需要更多的研究。再者，
過往文獻中均提及管理利益關係人是社會企業和餐飲業的重要課題，前者須平衡受益者、
組 織 和 股 東 間的 需 求 (Alegre & Berbegal-Mirabent, 2016; Austin, Stevenson, & WeiSkillern, 2012)，後者則須思考如何降低高流動率和吸引消費者目光 (Parsa & van der Rest,
2017)。有鑑於目前在社會企業餐廳文獻中，對於員工的工作動機與顧客的消費動機著墨
甚少，然動機是和行為意圖密不可分，甚至會影響員工的工作績效和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故若能加以釐清、掌握並針對不同動機設定合宜的獎勵政策和行銷方案，對於餐廳營運
將是一大助益。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嘗試結合創業者、員工、消費者和合作夥伴視角去探討社會企
業餐廳之社會價值創造 (social value creation)。社會價值創造是將社會企業和一般商業
企業區隔開來的關鍵特徵 (Austin et al., 2012)，係指對社會的回報，可能為滿足社區之
集體需求和利益 (Kroeger & Weber, 2014)、改善弱勢族群的經濟與生活水平 (Bellostas,
López-Arceiz, & Mateos, 2016)、解決環境與社會問題 (Chaves, Mozas, Puentes, & Bernal,
4

2011)等，而這種複數形式的價值被視為社會企業家的共同信仰和道德準則 (Dee & Elias,
1998; Mair & Marti, 2006)。然 Bellostas 等 (2016) 和 Saebi 等 (2019) 皆提及在社會企業
領域中對於社會價值創造的概念尚不清晰，特別是關於受益人及消費者的知覺價值層面。
而目前對於我國社會企業餐廳的社會價值創造之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僅官有垣等 (2018)
探討喜憨兒基金會的社會影響和張世哲 (2018) 研究剩食餐廳之共創價值，前者和
Bellostas 等(2016)、Alegre 與 Berbegal-Mirabent (2016) 皆是針對就業整合之社會企業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 WISE) 的研究，並指出社會價值主要為受益人的改變，
包括：(1) 培訓和就業 (employment)、(2) 改善生活質量 (enhanc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3) 賦權 (empowerment)、(4) 社會融合 (exclusion prevention) (官有垣等，2018)。至於
張士哲 (2018) 的研究，目前尚無法取得全文，僅能從其摘要和參考何宗翰 (2017) 專文
做推估，其社會價值創造可能有改善社會和經濟問題，如將剩食有效利用和分配、加強
在地居民間情感交流等 (何宗翰，2017；張世哲，2018)。然社會企業餐廳型態多元且餐
飲業特性複雜，勢必需要更多實證研究來厚實該領域之理論背景。
社會企業風潮盛行，近年產業界亦開始出現許多以社會企業型態營運的餐廳，如日
本的同營膳、香港的 Ibakery 和臺灣的書屋花甲等。社會企業餐廳與行使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之餐廳最大不同是，前者是將社會價值列為餐廳營
運的重點項目之一，即尋求以社會團結、互惠共享為目的的經濟制度；後者則是以利潤
為首要標的，而在商業活動之餘，亦考量對利益關係人、社會和環境的影響，並透過活
動或和其他組織合作以創造社會價值。事實上，企業社會責任和社會企業之間難以簡單
的二分法做區分，而是屬於「光譜 (spectrum)」的概念，依其社會目標之比重從高到低，
可依序分為：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社會責任事業、企業社會責任和傳統企業，關於
社會企業和社會企業餐廳在後續文獻探討將有更詳細的說明。目前學術界對於企業社會
責任的研究已趨於成熟，甚至許多機構皆提出實施 CSR 的原則、標準和建議，如聯合國
全球盟約 (The UN Global Compact)、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準則 (OECD Guidelines) 和國
際勞工組織宣言 (ILO Declarations) 等 (Chaves et al., 2011)，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中心亦
發布 CSR 指數，評估企業的社會 (S)、經濟 (E)、環境 (E) 及揭露 (D) 四個面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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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旅業，研究普遍皆證實行 CSR 能對企業產生積極作用，如提昇品牌形象、聲譽，甚
至增進顧客認同和忠誠度等，且受利益關係人的影響 (Farmaki, 2018)。然如前述所提，
對於餐廳以社會企業型態營運之影響尚不明確，如利益關係人的動機和組織所創造之社
會價值等。為符應產業趨勢和釐清相關理論概念，進一步針對社會企業餐廳的研究顯然
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為填補上述所提之研究缺口，故本探索式研究將透過文獻回顧和次級資料蒐集，給
予社會企業餐廳概念定義和在我國發展概況的整體性描述，並擇定於臺灣東部深耕多年
的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針對旗下社會企業餐廳「啄木鳥的家 casa+」做個案探討，透
過納入不同利益關係人的看法去了解各角色行為背後的意義與邏輯，並藉由分析整體社
會價值創造去檢視社會企業餐廳的實際成效與影響力等，以茲描繪更完整社會企業餐廳
的輪廓，期望能引發官產學界關注，除了填補該領域之研究缺口之外，並提供政府制定
政策，或是有志從事相關行業者參考。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有鑒於社會企業的重要性以及餐飲業的創業趨勢，本研究以臺灣東部的「啄木鳥的
家 casa+餐廳」為個案，探討其創業者、員工、顧客和合作夥伴的參與動機和社會價值
創造。綜合前述研究背景和動機，本研究欲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社會企業餐廳創業家之創業動機，可分為哪些類型？
二、社會企業餐廳員工之工作動機，可分為哪些類型？
三、社會企業餐廳消費者之消費動機，可分為哪些類型？
四、社會企業餐廳合作夥伴之合作動機，可分為哪些類型？
五、在社會企業餐廳的創業模式中，創造哪些社會價值？
本研究透過研究分析了解社會企業餐廳之主要利益關係人的動機和價值創造，並試
圖建立社會企業餐廳的概念定義。研究結果詳述於第肆章和第伍章，希望能在政策面，
提供政府社會經濟上的決策、社會福利上的政策等做參考，如要如何鼓勵社會企業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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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建與發展；在產業面，提供欲進行社會創業者或已創業者作為未來發展社會企業餐
廳的參考方向；在學術面，喚起學術界對相關議題的興趣並為未來研究領域提供「社會
企業餐廳」之後續的研究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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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針對研究主題做相關文獻回顧，首先介紹社會企業的概念和發展，進一步
說明社會創業的定義、類型與模式，接續說明社會企業餐廳的概念、分類和實例，最後
探討利益關係人、動機和價值創造的相關文獻。

第一節

社會企業

一、源起和定義
近年因全球經濟動盪，造成市場失靈、社會需求與問題增加，但傳統的三個部門 (即
第一部門政府、第二部門產業和第三部門社會) 無力解決，再加上當代社會對於資本主
義的批判和倫理消費的意識崛起，使得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風潮興起並蓬勃發展。
藉著對社會和經濟上帶來不容小覷的影響力，社會企業受到學政商界的大量關注，
不僅模糊了社會和企業的界線，也改變政府的公共政策。最早的雛型是緣於 1976 年，
由穆罕默德•尤努斯 (Muhammad Yunus) 所創辦的格拉明銀行 (Grameen Bank，意即「鄉
村銀行」)，其藉由提供微型貸款 (microfinance)，幫助有需求者和弱勢者度過經濟危機，
甚而有機會進行小額投資和創業，成功脫貧。
「從社會底層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努力」
，
使尤努斯於 2006 年獲得窮人銀行家之封號和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
1994 年 ，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的報告正式提出社會企業的概念，並於 1999 年修正從原先單著重
於解決失業問題，擴展到各個社會層面，點出企業參與公共事務或社會效益的概念－強
調由社會經濟著手促進社會凝聚、社會正義及個體間的合作來維持經濟。近年，社會企
業不僅吸引政府和企業家的興趣 (Wilson & Post, 2013)，學術界亦興起研究熱潮，並出
版大量相關文獻 (Doherty, Haugh, & Lyon, 2014)。
關於社會企業的定義眾說紛紜，Doherty 等 (2014) 透過文獻回顧指出，社會企業是
一個介於私人、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三者間模糊地帶的組織型態，且此型態是不斷變化發
展的 (Teasdale, 2012)、隨地區國家而有不同闡述的 (Kerlin, 2010; Peattie & Morle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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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而言，社會企業是將商業模式和技巧應用於非營利部門，透過創新手法去賺取營收；
廣 義 來 說 ，社 會 企 業是 一 個 介於 傳 統 商業模 式 和 非 營利 組 織 之間 的 混 合型 組 織
(hybridity organization)，其將慈善和商業結合，具有平衡營利和達成社會使命的雙重目
標 (dual-purpose) (Ebrahim et al., 2014)。意即，社會企業是透過商業活動去產生營收，並
追求公益價值或改善社會問題的組織型態 (Mair & Marti, 2006; Peattie & Morley, 2008)。
因此，社會企業不如傳統商業以追求營利最大化為目的，而是致力於其所關注的社會領
域，諸如貧窮、財富不均、碳排放、游民和失業者等。
臺灣學者對社會企業亦持相似觀點，認為社會企業是一個為實現特定社會理念的混
合性組織。胡哲生、陳志遠與吳秉恩 (2009) 指出，社會企業是一個融合「社會理念」
與「企業能力」的新型態組織。臺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也將社會企業定義為「兼顧
社會價值與獲利能力的組織」
。鄭勝分 (2007) 認為，當基於社會目的，社會企業指的是
私人企業的非營利化；而當基於經濟目的，社會企業指的是非營利組織的商業化。不論
是基於社會或經濟目的，顯然的，社會企業皆致力於提供「社會財」 (官有垣、王仕圖，
2013)。一個成功的社會企業，是毋須仰賴外在捐款和資金挹注的。也就是說，社會企業
是一個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的創新企業組織，透過一般商業營運模式在市場機制
中得以自給自足 (陳盈如，2016)。
總結而言，社會企業即藉由經營商業模式，將獲取的營收和盈餘，轉於投資社會或
員工，專注在特定的社會議題或群體上，以實現更美好的社會為核心價值。
二、發展概述
社會企業是近幾十年興起的名詞，在全球蔚為風潮，但因各國引入概念的時間不一，
加上經濟、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遂產生各式各樣的形態。
歐美是社會企業概念最先萌芽之地，並已趨近成熟。其中，又以英國的歷史最為悠
久，政府遂於 2004 年增添公司法，提出「社區利益公司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的概念，為社會企業量身打造了一個正式的法律身分，並藉由明文規定，同時保障 CIC
的權益和達到監督的作用，確保資產和盈餘的運用均建立於社會利益的基礎上。由此可
見，在歐洲強調社會企業的「社區共有」的精神與實踐，並被視為屬於“社會經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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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如提供就業、特定服務的社會合作社或協會 (Kerlin, 2006)；在美國，相對之下比較
強調以營利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社會創新的擴大和社會企業家的形象(Defourny &
Nyssens, 2010)，廣義的社會企業指的是從事創收活動的任何類型的非營利組織。
亞洲雖經濟起步較慢，但近年快速的城市化，造成貧富不均、環境汙染和人口老化
等社會問題紛紛浮現，使得對於社會企業的需求劇增。韓國政府率先針對社會企業立法，
明訂須將三分之二以上的盈餘再投資於公司或社會目的，並提供資金和輔導；泰國雖無
針對社會企業特別立法，但政府積極在促成社會企業的發展，並成立「泰國社會企業辦
公室 (Thailand Social Enterprise Office, TSEO)」
，提供貸款、稅賦和投資基金等優惠；香
港和新加坡的社會企業雖有政府資金挹注，如香港政府於 2013 年投入高達 5000 萬英鎊
的基金以促進社會企業的發展 (Tuli & Gupta, 2018)，但實際運行仍偏向由民間主導，許
多中介組織提供社會企業創投基金、培訓課程和交流平台，如 2009 年香港社聯和匯豐
社會企業成立好好社企，建構社企商品網路消費平台；至於新加坡則有社會企業協會
(Social Enterprise Association, SEA) 作為社會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橋樑，提供管理諮詢和
研究報告等服務。目前在臺灣，社會企業欲進行商業登記，只有營利事業和非營利事業
兩種選擇。有鑒於在法律上的模糊地位，相關人士為推動社會企業立法競相奔走，於 2014
年提出草案，2018 年立法院研議修改公司法，新增公司類型，引進市場機制監督公司執
行社會使命 (中華民國經濟部商業司，2018)。有關我國社會企業發展現況，根據星展銀
行、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及社企流於 2017 年合作的「社企大調查」，245 家社會企業中，
有 69.4％登記為公司或商號，29.8％為非營利組織；多為新興產業，近七成成立不逾六
年；分布地區集中於北部，涉及議題則遍及食農創新、偏鄉或弱勢服務、環境保護、就
業促進及社會關懷；面臨的困難以人力不足和缺乏行銷通路為大宗 (聯合行銷股份研究
公司，2017)。
綜觀全球可知，發展社會企業是當代趨勢，各國政府為鼓勵社會企業的生成，有的
成立創業育成中心，有的修改法制。如何借鏡他國的成功案例，並考量我國文化、族群
和經濟特性，打造一個更適合社會企業發展的搖床，是亟需探討的議題，因此下一章節
針對社會創業做更深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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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創業

一、定義與類型
社會創業 (social entrepreneurship，亦譯作社會創業家精神。為求明確，本研究統一
稱「social entrepreneurship」為社會創業)，一言以蔽之，是融合「社會使命」和「創業精
神」的一系列歷程和行為。目前在學術界其無明確定義，是一個「本質上具有爭議的概
念 (Choi & Majumdar, 2014)」。一來是因孕育社會創業環境的異質性，會隨之有不同的
機會和挑戰 (Sekliuckien & Kisielius, 2015)，即隨族群、地區、文化和政策的不同，使得
不同觀點和看法的產生 (Dee & Elias, 1998)；二來是因社會創業的範圍和類型並不明確，
它可能以合作社、營利事業或非營利組織的方式呈現 (Thiemboonkit, 2013)。因社會創業
日益蓬勃發展，吸引各領域的關注和多種新興組織的投入，相對使其概念逐漸擴張，能
兼容和適用於各式各樣的社會活動。Saebi 等 (2019) 認為，缺乏一致的定義和結構的維
度化，解釋了實證文獻中包容萬象的操作化定義。
經濟學大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認為成功的社會創業須善於發現機會、承
擔風險和開創事業之外，亦能引發連鎖反應，進而鼓勵其他的企業家在此基礎上迭代的
開發，產生「創造性破壞 (creative destruction)」節點 (Martin & Osberg, 2007)。他的「創
造性破壞理論 (Schumpeter's creative destruction)」，對後續研究具有深遠的影響。
有鑑於社會創業概念模糊，Dee 與 Elias (1998) 針對社會創業的定義進行系統性的
分析和探索，並指出社會企業的概念有以下幾點：
(一) 改革精神：抨擊現有問題、減少需求、創造系統性改變和可持續性的改善。
(二) 使命為創造持久的社會價值：財富只是手段非目標，衡量指標是社會影響。
(三) 辨識並追求新機會：不僅僅只看到問題，而是去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四) 持續創新，適應和學習的過程，並能接受歧異，將失敗視為學習，開拓新模式
或想法。
(五) 大膽行動：不受現有資源限制-探索並利用資源、計算並管理風險
(六) 對所服務的人事物和所創造的結果表現出高責任感：和社區建立強連結，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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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制與反饋系統。
綜合上述，Mair 與 Marti (2006) 將社會創業定義為一個涉及使用創新方法和組合資
源 的 過 程 ，以 尋 求 促進 社 會 變革 或 解 決社會 需 求 的 機會 。 他 們運 用 結 構化 理 論
(structuration theory) 去檢視社會創業的組成，點出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和社會運動
(social movement) 的概念，並指出當社會創業的商業色彩嵌入程度高則另獲得財政資源，
低則較有創新的機會。Duff (2008) 進一步說明社會創業是創造具有經濟效益的社會價
值，且重點關注服務社區和社會的目標，而非公司最大利潤。此外，除了有良好的社會
理念和行動之外，永續經營是成功的關鍵，因為「持續性」才能真正對社會產生影響力。
在類型部分，Ebrahim 等 (2014) 將社會企業分成分化型 (differentiated hybrids，簡
稱 DH) 和混合型 (integrated hybrids，簡稱 IH) 兩種。其中，DH 是指透過商業性質活
動向顧客 (paying-customers) 賺取營收，來幫助受益人 (beneficiaries) ，也就是以「商業
收入交叉補貼社會使命」；IH 指得是商業活動本身便是針對受益人所設計，故顧客即為
幫助對象。Saebi 等 (2019) 透過文獻回顧指出，同時具有經濟和社會雙重使命是社會創
業的關鍵特色，故他以社會使命和經濟使命分別為縱軸、橫軸，畫出社會創業分類的四
項，茲經本研究整理並翻譯呈現如表 1。其中，給受益人即「受益人僅為單純接受者」，
而與受益人則指的是「受益人是價值創造過程的一部分」；以下就四個象限做進一步的
介紹：
表1

社會創業的類型
社會使命
經濟使命
分化型
混合型

給受益人

與受益人

象限 A
雙邊價值模型
象限 C
單邊價值模型

象限 B
市場導向工作模式
象限 D
社會導向工作模式

資料來源：引自“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romises.”, Saebi, T., Foss,
N. J., & Linder, S., 2019, Journal of Management, 45(1), 70-95。經本研究翻譯。

(一) 象限 A
象限 A 的「雙邊價值模型」亦稱為「買一送一模型」(buy one, give one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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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 Ebrahim 等 (2014) 所提出的 DH 概念，此象限是提供連結顧客和受益人的雙
面平台。由常規付費客戶交叉補貼社會使命，而受益人僅為單純產品或服務的接受
者。如 TOMS 就提出每買一雙鞋子，就捐一雙鞋子給需要的孩子。Saebi 等 (2019)
更進一步指出，此象限可再細分為兩形式，一種是捐贈物品至營利組織以分配給受
益人；另一種則是捐贈與產品相符的金額給合作夥伴。
(二) 象限 B
象限 B 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工作模式」，意即僱用受益人來創建銷售給常規付
費客戶的產品或服務 (Saebi et al., 2019)。如 2005 年成立的 Blue Sky，是英國唯一
一家只招收曾有犯罪紀錄人員的公司，負責地方當局、工商園區的維修工作和環境
服務，目前已優化超過 340 萬平方千米的土地，更使得犯罪率下降近四分之一。藍
天團隊不僅為前罪犯提供支持與指導，更關鍵的是該團隊依賴他們的精湛技藝和辛
勤勞動進行商業運作，達成社會目標 (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2013)。也就是說，
如同表一所示，受益人同時是價值的創造者。
(三) 象限 C
象限 C 為「單邊價值模型」，如 Ebrahim 等 (2014) 所指稱 IH 概念，指的是經
濟活動產生社會價值，且受益者同時是付費客戶。這種模式經常出現在新興市場經
濟體中，在這些經濟體中，公司尋找創新方法來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產和交付成本，
以便向有需要的人銷售負擔得起的商品或服務。例如，Vision Spring 為窮人銷售價
格適中但質量上乘的眼鏡，或者為孟加拉國農村人口提供小額貸款的 Grameen Bank。
(四) 象限 D
象限 D 指的是「社會導向的工作模式」，可被視為象限 C 的延伸，其中受益人
不僅是付費客戶，而且還在社會企業中獲得就業 (Saebi et al., 2019)。例如，
VisionSpring 擴展其社會使命，不僅向窮人出售眼鏡，還為他們提供有償就業，以
便在他們的鄉村分發和銷售眼鏡。
總合來說，社會創業是勇於創新、辨識並抓住機會與資源，應用企業思維，並以持
續性的刺激社會變革或改善社會問題為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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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創業、商業創業與社會創業模式
前述探討了社會企業和社會創業的概念與發展，但社會創業和商業創業
(entrepreneurship) 的差異處為何？又有哪些共同的特質？
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必須先檢視創業的本質，Stevenson (1983) 將商業創業定義
為在現有掌握的資源中，去追求機會。換言之，創業重點是能快速辨識並善用機會
(Austin et al., 2012)。Venkataraman (1997) 的研究亦提出相似看法，他認為創業涉及兩種
現象：存在有利可圖的機會和有進取心的個體。Sharma 與 Chrisman (2007) 則指出創業
是包括在組織內部或外部發生的組織創建、更新或創新行為。
承上述，不難發現，不論是商業創業或是社會創業，皆重視積極地尋求機會，進行
創新和改變，如辨識和發掘機會、資源調動或整合，以打造「新創企業或以創新方式管
理現有組織 (Zahra, Gedajlovic, Neubaum, & Shulman, 2009)」。顯然，無法簡單地以二分
法將社會和商業創業做區隔 (Austin et al., 2012)，因兩者均可能同時產生經濟和社會價
值 (Mair & Marti, 2006)，並皆仰賴富有熱忱和行動力的企業家去推動事業的運轉。然而，
兩者之間仍存在許多差異。傳統創業模式強調的是以追求最大化的利潤為目的，且在經
營管理上，多以創業者和經理人為主導；社會創業則是將其概念進一步擴展，創造營收
同時確保社會使命的達成，這樣的雙重使命在實際運作上，恐面臨「目標混淆、使命漂
移 (mission drift)」的問題。另外，因社會創業往往透過集體創業 (Huybrechts, Mertens,
& Rijpens, 2014) 或是以非營利組織轉型的方式進行，故容易產生「多重利益關係人
(multiple stakeholder)」的問題 (Ebrahim et al., 2014)，如何兼顧每位利益關係人的需求和
權益將是社會企業的一大挑戰。就因兩者之間的歧異，故學者們提出社會創業的模式，
試圖描繪更完整的社會創業輪廓，茲介紹如下：
(一)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ramework (Austin et al., 2012)
Austin 等 (2012) 應用 Sahlman (1996) 對一般商業所提出的 PCDO 架構
(people、context、deal、opportunity) 於社會創業上，比對說明其中差異處，並繪製
出一個新的、以社會價值主張 (social value proposition) 為核心的社會創業架構，如
圖三所示。該架構將人分成人和資本兩大要素，並將環境背景因素細分為六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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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社會創業是鑲嵌於整體脈絡中，受環境要素密切影響。他認為社會創業的出現是
源於市場失靈，即社會問題往往是社會企業發展的契機，而社會企業家透過風險投
資和創新以創造社會價值和推進社會變革。在機會層面，社會創業比一般商業多了
捐款資源和志工；人力部分，恐面臨無力聘請管理專業人才，以及志工管理不易等
問題，故需加強非物質的獎勵，如保險、教育或是道德性激勵因素。

圖 3.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ramework。資料來源：引自“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same, different, or both?” Austin et al., 2012. Revista de
Administração, 47(3), 380. 本研究翻譯與繪製。
(二)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Weerawardena & Mort, 2006)
另一方面，Weerawardena 與 Mort (2006) 則關注企業內部的管理因素，認為社
會企業若要永續，需積極主動尋求機會、擬定戰略，且在創新之餘，也須面對現實，
能因應環境動態和困境。故提出以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創新 (innovation)
和積極主動 (proactiveness) 為內部核心，環境、可持續性 (sustainability) 和社會使
命 (social mission) 為外部因子的多維模型，詳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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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 資 料 來 源 ：

“Investigat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Weerawardena & Mort, 2006,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1(1), 21-35. 本研究翻
譯與繪製。

(三) A new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ramework (Wang, Duan, & Yu, 2016)
Wang 等 (2016) 透過對中國旅遊業的社會企業進行個案研究亦證實，「創新」
跟「持續性」是社會企業不可缺乏的兩大因子，多位學者皆於社會創業的定義中提
到創新的元素，而社會、環境和財務的可持續性更點出了社會企業和非營利組織的
不同處。此外，Wang 等 (2016) 修正 Sarason, Dean, 與 Dillard (2006) 以結構化理
論去評估創業歷程的模型，提出以持續性和創新作為核心的社會創業模型，並以意
義 (signification)，統治性 (domination) 和合法性 (legitimation) 為三角維度，經本
研究翻譯呈現如圖 5。其中，合法性代表了社會企業家追求的社會價值觀、社會使
命和規範；意義和統治性反應了經典的企業家導向概念，包括社會創業的意義，以
及其所擁有的資源和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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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資料來源：“From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o social enterprise: The paths and future of a Chinese social
enterprise in the tourism field.”, Wang et al., 201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8(6), 1287-1306. 本研究翻譯與繪製。

總之，社會創業因組織的雙重目標導向，加上處於政府、企業和民間三者間的模糊
地帶，故在管理上較商業企業更為複雜。除須主動因應環境動盪不斷求新求變之外，也
需善於建立多方社會網路、兼容各界想法，並加強成員對組織的認同感，避免因尋求資
源使組織壯大時，產生使命飄移 (mission drift) 的問題 (Ebrahim et al., 2014)。
至於在餐飲業的社會創業情況為何呢？餐飲業的特性會對社會創業產生那些優缺
點？學術界雖針對兩者已有大量研究，但較少研究特別去探討開設一般餐廳跟社會企業
餐廳的異同處。在臺灣，餐飲業一直為創業家的第一首選，可見相關研究有其價值性，
現有相關文獻多著重在商業模式的探討 (林金展，2018；詹琬儀，2018)。而考量到餐飲
業的特性，諸如無形性 (intangibility)、不可儲存性 (perishability)、變動性 (variability) 和
不可分割性 (inseparability) 等，在管理上不論本質、動機或價值創造可能和一般事業有
所出入。並且，如前述文獻探討指出，社會企業跟創業是相當因地制宜。故本研究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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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透過多方視角：創業者、員工、消費者和合作夥伴，來探討臺灣餐飲業的社會創業－
或本文所稱之社會企業餐廳，以供政府在制定相關福利政策或有志從事相關產業者做參
考。下一節，則會針對社會企業餐廳做進一步的闡述跟說明。

第三節

社會企業餐廳

一、定義與類型
社會企業餐廳 (social enterprise restaurant, SER)，是從社會企業延伸出來的名詞，為
社會企業的型態之一，其形式多元，涉及議題包含小農 (small-holder farmer)、剩食
(surplus food)、有機食材、友善餐廳、公平貿易和綠色消費等。也就是說，社會企業餐
廳是一種以社會企業型態做營運的實體餐廳。近年不僅產業界已出現許多相關型態之餐
廳，如：Dudley Dough (Broderick, 2017) 和 Ibakery (2017) 等，而學術界亦開始興起對
於社會企業餐廳的關注，研究方向多著重於個案商業模式之建構，除最常見的扶持弱勢
就業的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如：官有垣等 (2018)，即以喜憨兒餐廳為例，尚有張世哲
(2018) 和詹琬儀 (2018) 以剩食、續食餐廳為研究目標，而趙美貴 (2014)、林金展 (2018)
等則是探討以老人共餐、愛心待用餐點的社會企業型態。
然而，社會企業餐廳雖有以上實例和研究基礎，目前仍缺乏明確和正式定義。有鑒
於社會企業餐廳之概念模糊，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和次級資料蒐集，提出社會企業餐廳
之概念定義 (conceptual definition)，即「透過提供餐飲服務和飲食賺取營收，追求財務
自主，並以改善社會問題為宗旨，將收益再回饋於特定社會或環境問題之實體店家」
。此
外，本研究參考 Saebi 等 (2019)、社企流 (2014) 社會創業類型及透過次級資料蒐集，
進一步修正後，提出社會企業餐廳的分類。主要分為三種類型，並依照其社會目標和型
態將其命名為就業整合型、互惠共享型以及環境友善型，而一間餐廳可能同時兼具一種
以上的型態 (詳見表 2)，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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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社會企業餐廳的分類
類型

類型名稱

一

就業整合型

二

互惠共享型

三

環境友善型

說明
直接與受益者：雇用弱
勢或是有需求者
給受益者：提供免費或
較便宜的餐點給需求者
間接與受益者或環境：
使用特定食材以支持理
念或達到社會目標

例子
英國 Fifteen 餐廳
香港 Ibakery
日本同營膳
美國 Panera Cares
荷蘭 Instock
臺灣 Mana 社企咖啡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一) 就業整合型
第一種，同 Saebi 等 (2019) 所提出的市場導向工作模式或是官有垣等 (2018)
所指稱的「工作整合型 (work integration)」社會企業：雇用弱勢者做餐廳員工，提
供訓練和較優質的薪水，培養其專業技能和自給自足之能力。如英國名廚傑米奧利
佛創辦的 Fifteen 餐廳，提供曾經在街頭的社會邊緣人訓練和工作機會，冀望能藉由
美食的魔力翻轉人生，至今已經成功培育近 200 名優秀主廚，甚至輔導學徒開展自
己的一番事業。如第一屆學員 Tim，結訓後不僅獲得學徒計畫資助，開設自己的餐
廳 Trullo，更得到《華爾街日報》評為歐洲最具潛力年輕大主廚之榮譽。除了專業
技巧，該計畫還特別成立「open door」輔導團隊，陪學員面對家庭、財務狀況，使
其盡量不因外在因素而中斷課程 (社企流，2014，頁 155-164)。
另一個典範是香港著名社會企業的「愛烘焙 (Ibakery) 」
，不僅僱用殘疾人士，
並依照能力和專長培訓 (Patton, 2018)，協助自力更生並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除實
體店面，另設有生產工廠及技能培訓中心，確保提供烘焙產品及餐飲服務的品質。
由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電台合辦的「管理新思維」節目亦指出，烘焙兼具不同工種
與工序，能適合能力各異的院友，且烘焙的成就感有助職業復康，或許更適合社企
發展 (謝冠東，2017)。此外，尚有由移民、難民和人口販賣倖存者組成的 Emma’s
Torch 的廚房，With Love 餐廳孵化器則提供培訓、就業幫助和創業資源給移民主
廚，以低收入女性所組成的 Hot Bread Kitchen 麵包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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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互惠共享型
第二種，是提供免費、以勞務換取餐食或是差別訂價的方式，使有需求者可以
享用溫暖的一餐。如致力於解決糧食供給失衡的「同營膳 (Table for two)」
，強調互
惠共享，提出「一人點餐，兩人同享」
。每購買一份餐點，會提撥 20 日圓給開發中
國家，讓有需要的孩童享用一頓營養午餐。目前於全球已獲逾 600 個企業鼎力支持，
供應了超過五千萬份營養膳食。另一個知名的例子，是美國連鎖餐飲店 Panera Bread
所推出的「共享責任餐點 (the meal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計畫，其設立「關懷社
區咖啡店 (Panera Cares)」，提出「pay what you want」模型，餐點價位以「良心消
費」的模式提供三種：(1) 建議的金額；(2) 若有能力支付別人的膳食，則支付更高
的金額；(3) 依自身經濟能力付費 (Boynton, 2013)。藉由自由定價的方式，有能力
的人，多付一份的錢，使貧窮者能有尊嚴享用美味且安全的餐點和咖啡 (Hart, 2011)。
這種有意識的定價在實際操作上漸偏離原先設定初衷，並造成消費者在身體、心理
和哲學上不適，故以失敗告終 (Eckhardt & Dobscha, 2018)。但 Panera Cares 的案例
讓我們看到有意識的資本主義是如何影響者消費者的責任體驗，也不失為社會企業
餐廳掀起了不同的面紗。
(三) 環境友善型
最後一種，不同於前述文獻討論的分類，是藉使用特定食材以支持和推廣社會
理念。如美國的白狗咖啡 (White Dog Café)，強調「關懷式經濟」
，除與當地小農合
作，使用其有機食材創作營養料理外，更將美食帶給學校、醫院與需要的人。其守
護社區長達 40 多年，不僅積極發掘在地食物的價值，亦實踐食物正義，建立「在
地生活經濟聯盟」拉近居民距離、喚醒公民意識，打創永續家園；而位於輔仁大學
校內餐廳的 Manna 社企咖啡，則和阿里山鄒族農友契作，強調使用無毒有機的蔬菜
做食材。宗旨是協助保存原住民文化家庭、提升經濟與生活，並兼顧臺灣生態環境
的保育，進而帶起臺灣的健康新飲食運動，是一個兼顧環保並以原住民為主的社會
企業；除致力於幫助第一級產業之外，亦有關注糧食浪費、剩食議題的餐廳，如荷
蘭的 Instock 餐廳，是一間成功結合零售商、餐廳、消費者三方，經營多元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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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rescue」餐廳，其與鄰近超市和店家合作，將剩餘食材回收並變身為營養佳
餚，甚至推出外帶輕食和餐車的服務 (黃阡卉、李寶怡，2016)。隨消費者對環境永
續、社會關懷、糧食分配的意識逐步抬頭，此類型餐廳正契合了顧客渴望，讓其可
以藉由消費去支持特定的理念。
總結而言，社會企業餐廳涉及議題包容萬象，並因應社會、環境的需要而產生
各式各樣的型態，而社會創業和社會企業餐廳發展的關聯為何？是甚麼因素吸引社
會創業家選擇餐飲業作為發展標的？下一部分，本研究將做進一步的說明。
二、社會創業和社會企業餐廳
臺灣創業精神蓬勃發展，其中，餐飲業又榮登創業者心中的最愛，而隨著飲食觀念
的改變，吃不再單僅於求溫飽的生理層次，更是進一步推展到與人互動、甚至反映特定
自我價值的一件事。如同英文諺語所說「you are what you eat」，吃甚麼，怎麼吃，顯然
是當代飲食界相當著重的一件事。Baggini (2014) 於其著作《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學
思考》亦點出：懂得如何吃，你就懂得如何生活。這波飲食風潮，推動了餐飲業新型態
的出現，舉凡訴諸感官體驗的主題餐廳，或是強調社會正義的公益餐廳。根據岑淑筱與
王俊元 (2016) 的研究指出，和旅行業相比，餐飲業更重視「公益型」和「社會型」網
路，前者指的是參加公益性組織、舉辦公益活動；後者則為認識政府機關的高級主管、
建立產業界人脈等。由此可知，不論是消費端或是供應端，均開始重視飲食與社會的連
結，甚至可說用餐也能做公益儼然成為餐飲界的新潮流，如近年香港推出的新飲食哲學，
再再顯示社會企業為餐飲創業開啟了康莊大道。
Ergul 與 Johnson (2011) 指出餐旅業的特性，如提供住宿、飲食等服務，可能更適合
發展社會企業，並能扭轉低薪、重勞力、高流動的負面形象。他們為了解餐旅業社會創
業的發展和特性，深度訪談了四位社會創業家，分別是非營利組織創辦人、國際連鎖飯
店總經理、獨立旅店和餐廳老闆。提出發展社會企業餐廳的四大特點為：(1) 環境和社
會意識：如綠色餐廳或飯店、提供弱勢者工作機會和訓練；(2) 內在動機：個人對該社
會理念的認同和熱情，並渴望能傳達給大眾；(3) 內外部收益：社會企業餐廳給消費者
正面、積極的品牌印象，進而增加購買意願，並刺激營收上升；(4) 感知和實際成本：
21

社會創業計畫常是「expensive to do」，需花費許多時間與金錢成本，故需要政府和學界
的幫忙。Dzisi 與 Otsyina (2014) 在中國針對 20 位飯店管理者的研究亦支持 Ergul 與
Johnson (2011) 的論點，並提出創業動機為尋求自我實現 (self-fulfillment)，可透過舉辦
相關主題的研討會、案例研究、在學校開辦訓練課程，以培育相關管理人才。
在創業風潮蔚為風行的臺灣，擁有一家咖啡館或餐廳幾乎是每一個新世代的夢想，
然而真正付諸行動和持續經營的卻少之又少。倘落能因應趨勢，結合官產學三方資源，
或許創立一間社會企業餐廳，將是填補社會缺口的好選擇。下一部分，本研究將針對臺
灣社會企業餐廳的發展和現況，做進一步的介紹。
三、臺灣的社會企業餐廳
臺灣的社會企業餐廳，多由非營利組織走向社會企業化，或該組織為開闢新資金而
將版圖擴及至社會企業。本研究整理我國社會企業餐廳，並呈現於表 3。因目前社會企
業尚無明確法規和統一登記方式，故本研究選取列於以下計畫研究、檔案文件、報章媒
體等餐廳：(1) 新創圓夢網的社會創新組織登記資料庫；(2) 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的社
企登錄機制；(3) 出現於學術文獻或研究中，並以社會企業型態稱之；(4) 參與相關政府
輔導計畫 (如：勞動部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臺北市政府社會企業推廣計畫等)；(5) 獲社
企流社企專欄所報導之餐廳。篩選的方式以餐廳為主，故若僅從事食品、農產品、烘焙
品、咖啡飲料等販售，無實體店面以供應餐食、服務者，則忽略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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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臺灣社會企業餐廳
地區

北部

餐廳名稱

類型

臺北

民生餐坊

一

新北

喜憨兒土城餐坊

一

臺北

Enjoy 台北餐廳

一

臺北

生機好鍋富陽店

一

臺北

育成蕃薯藤

一

臺北

呷米蔬／素食廚房

三

臺北

甜裡開始

一

新北

湧泉坊

二

新北

食藝鍋(板橋文化
、重慶店)

一、三

新北

岸咖啡

一

趕路的雁全人
關懷協會

煙毒犯

新北

Manna 社企 Café

三

光原社企

原住民農友

臺北

勝利廚房

一

勝利基金會

身障者

臺北

發芽吧

三

綠藤生機

環境永續

臺北

書屋花甲

二、三

臻佶祥社會
服務協會

即期品、弱勢和
獨居老人

The Moment
美好時光

一

桃園單親家庭
保護協會

特境婦女*

老饕原味碳烤牛排

一、三

食藝餐飲
有限公司

弱勢者、環境友
善

Sefun Café
桃園市府店

一

Sefun Cafe 竹北店

一

喜憨兒
社會福利
基金會

喜憨兒

建中烘焙餐廳

一

慢飛兒咖啡坊

一、三

桃園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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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協助對象

喜憨兒社會福
利基金會

喜憨兒

育成基金會+
蕃薯藤
---------------愛一家親
社會企業
食藝餐飲
有限公司

新竹市愛恆啟
能中心

身心障礙者
環境友善
視障者
社區弱勢兒童、
獨居老人
弱勢者、環境友
善

身心障礙者
、公平貿易
(續下頁)

表3

臺灣社會企業餐廳 (續)
地區

臺中
中部

嘉義

臺南

南部

高雄

餐廳名稱

類型

組織

協助對象

華美社區廚房

二、三

華美社區發展
協會

明日餐桌

二、三

----------

良食畦栽菜櫉．實驗
廚房

三

----------

SUN 面蔬食餐廳

三

里仁事業

一起鄒咖啡

三

光原社會企業

醜蔬果、
社區共餐
醜蔬果、共食
、街友
社區共食、小
農
小農、生態保
育
原民農友、阿
里山生態

生機好鍋台南店

一

Sefun Café 市府店

一

喜憨兒社會福
利基金會

喜憨兒

穀倉餐廳

三

台南市社會
關懷協會

雇用銀髮族、
推廣在地特產

喜憨兒創作料理

一

喜憨兒 PASTA

一

生機好鍋

一

綠野香蹤

一

喜憨兒社會福
利基金會

喜憨兒

Smile 咖啡坊

一

天鵝莊園

一

蕭家大院

一、三

----------

躍愛廚房

二

躍愛全人關懷
協會

食安、職能訓
練
弱勢者
(愛心待用餐)

啄木鳥的家 casa+

一、
二、三

花蓮縣啄木鳥
全人發展協會

青少年、社區
和部落發展

屏東

東部

花蓮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本文第 20 頁之原則整理
註：特境婦女是指面臨婚姻、社會變遷或變故的情況下，遭遇到經濟困難或身心靈受創的婦女。
截至 2019 年 9 月，岸咖啡、甜裡開始、The Moment 美好時光皆暫結束實體店面營業。

從表中可以看出，目前臺灣社會企業餐廳以第一型 (就業整合型) 和第三型 (環境
友善型) 為大宗，僅少數具有第二型 (互惠共享型)。以下針對臺灣這三種類型的餐廳發
展現況做進一步的描述：
(一) 在臺灣的就業整合型社會企業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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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最早的社會企業餐廳即是屬於本文所指稱第一類型、就業整合型餐廳，是
由喜憨兒基金會於 1988 年所成立的喜憨兒烘焙屋 (即民生餐坊)。該基金會認為，
給憨兒魚吃，不如教他怎麼釣魚，並且「不只給他們釣竿，更要帶領憨兒到有魚的
地方」
。為訓練憨兒工作和生活技能，基金會於全台各地成立多間烘焙屋、餐廳及庇
護工廠。同樣以幫助弱勢者就業為主的社會企業餐廳尚有育成蕃薯藤、勝利廚房、
食藝鍋等。除雇用身心障礙者或弱勢族群外，岸咖啡秉持回頭是岸的理念，幫助煙
毒犯開創生命的第二可能，穀倉餐廳則是透過雇用老年人，活絡銀髮人力 (葉明芬，
2015)。此外，亦有創業者克服本身障礙，成立社會企業餐廳的案例，如榮獲「105
年度市社會企業推廣服務計畫」支持輔導的「甜裡開始」
，老闆林佳箴不僅是臺灣首
位考取國際咖啡師認證的視障者，同時也在啟明學校服務，透過產學接軌，期望能
開啟視障孩子對職涯更多可能性 (陳怡臻，2016)。可惜的是，該餐廳於 2018 年 11
月底因組約到期而暫結束實體店面的營運，轉為線上販售烘焙與咖啡產品。
(二) 在臺灣的互惠共享型社會企業餐廳
目前臺灣以互惠共享型方式運營的社會企業餐廳較少，現有相似型態的餐廳，
多為社區廚房，仰賴政府補助，以社區老人共餐的方式進行，提供獨居老人較低廉
價格的餐點，然因其較無追尋營利和自給自足目標，並無法透過前述搜尋方法查得，
故和本文所指稱的社會企業餐廳略有出入。
根據表 3，目前以第二型為主的社會企業餐廳僅在新北三重的湧泉坊和位於屏
東的躍愛廚房。前者是隸屬於愛一家親社會企業，提倡「隨喜付費」的制度，用餐
者可自由支付餐點價格，希望能藉此幫助獨居老人、失能家庭的成員享有溫馨的餐
點，並使貧困鄰居也有喘息落腳的地方 (林芳盈，2014，頁 83)，並且該餐廳亦透過
販賣餐點、伴手禮等收入，打造蓮心耕苑，提供社區裡弱勢孩童的安親照護及教育、
教養服務；而後者則是提出「愛心待用餐」的概念，為避免資源濫用和標籤化的問
題產生，躍愛廚房透過社會調查和與村里組織建立連結，篩選服務對象，依照受益
人需求評估發放餐卷，且所發放的餐卷與一般民眾消費購買的餐卷並無二致。最特
別的是，該組織財務完全透明，並以「年」做規劃，捐款數字皆呈現於看板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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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有餘額，則舉辦寒多送暖寒士宴，邀請街友和弱勢朋友一同來用餐，讓該年款
項歸零，使愛心得以「流動」(林金展，2018)。
(三) 在臺灣的環境友善型社會企業餐廳
近幾年臺灣也陸續出現以改善社會問題、追求永續發展為核心理念的餐廳，如
由生態綠所發起，強調公平貿易的 Fair Cafe 聯盟。相對於自由貿易，公平貿易更重
視價值鏈中的勞工、環保和社會公平問題，確保貧困、弱勢的生產者之合理收入，
從而改善生計與獲得發展的權利，並要求生產履歷透明化，同時保障消費者權益和
健康 (張書瑋，2014)。此外，生態綠更於 2015 年成立台灣公平貿易推廣協會，並
承接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社會企業共同聚落」
，打造臺灣社企 CEO 的搖籃。另一個
成功的案例是光原社會企業，為改善阿里山瑪納部落的經濟，成立 Manna 社企 CAFÉ
和一起鄒咖啡，不僅關注部落有機農業發展，並雇用、培訓部落村民工作，目標是
「以店養人，以人長店」
，培養其獨當一面的管理能力，讓更多部落青年可以返鄉創
業 (謝恩得，2016)。除幫助農友外，尚有關注糧食議題的續食餐廳書屋花甲 (詹琬
儀，2018)、剩食餐廳七喜廚房 (張世哲，2018)。其中，七喜廚房在 2018 年七月已
轉為「明日餐桌」
，原址則改轉以社區廚房的方式經營，該餐廳強調「沒有所謂的剩
餘」
，希望能透過飲食，幫助人和蔬果找回自己的價值，讓醜蔬果也能變身為餐桌上
的主角。

第四節

利益關係人

利益關係人理論 (Stakeholder theory) 指的是「任何可以影響組織目標實現或受組織
目標影響的群體或個人」(Freeman, 2010, 頁 53)，企業若想能永續發展，管理者必須製
定能符合各種利益關係人的策略。利益關係人理論經常被應用於評估企業社會責任
(McWilliams & Siegel, 2001)，強調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之餘，應做有責任道德的「社
會人」
，對內應努力提升員工滿意度，對外應盡力保障顧客及當地社區居民的權益。透過
解組織內外各利益關係人的角色與需求實踐，經營者能更好的進行各項管理措施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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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施。
在一般商業企業，雖須顧及利益關係人的權益和需求，但因業主 (owner) 常為管理
者 (manager) 或領導人，具有絕對權力以制定企業理念和推動管理方針，故在執行公司
政策上相對容易許多；而社會企業因常以集體創業或非營利組織轉型而成，故恐面臨群
龍無首或各持己見之問題。另一方面，社會企業除對股東和顧客負責外，仍需傾聽受益
人的心聲，以便提供最適切的服務和幫助 (Ebrahim et al., 2014)。顯然，如何管理利益關
係人，是社會企業相當重要的課題。Austin 等 (2012) 亦指出社會企業須擅長管理多重
利益關係人，以便能獲得並妥善運用資源。
Clarkson (1995) 將利益相關者分為主要和次要。主要利益相關者是與組織有正式、
官方或合作關係的個人或團體，如果沒有他們的持續參與，組織就無法作為持續關注而
生存。另一方面，次要利益相關者被認定為「影響組織或受其影響的人，但他們和組織
間無交易往來，故對其生存並非必不可少的 (Clarkson, 1995)」。而在餐旅業，許多研究
均採用 Mitchell, Agle, 與 Wood (1997) 提出利益關係人之顯著性模型，用以分析餐旅業
的主要利益關係人。該模型以三個關係屬性做評估和識別:權力 (power)，利益相關者影
響另一位利益相關者行為的能力；合法性 (legitimacy)，利益相關者的主張被社會接受的
程度；緊迫性 (urgency)，要求利益相關者立即採取行動的程度，具時間敏感性或重要性。
Farmaki (2018) 應用此模型，並訪談 54 名塞浦路斯旅遊業管理人員後指出，餐旅業最主
要利益關係人為飯店和旅遊業主、飯店協會和公共部門，其次是顧客、員工、地方當局
和工會，而當地社區和供應商則被視為是不顯著的利益關係人。而本研究的個案對象，
最為主要的利益關係人為直接影響與參與交易活動的顧客、員工和創業者，故此次研究
取向會以此三方視角來做討論。

第五節

社會企業餐廳相關動機

動機 (motivation) 是一個理論的構面，用來解釋個體行為的意願、方向、強度和持
續度，特別用於說明目標導向的行動，包括了促使個體產生行為意圖和持續動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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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tzel & Brophy, 2014)。也就是說，動機是個體受到外在條件和內在驅力影響，而產
生從事某行為的意願，是一系列極其複雜的心理過程，指一段時間內，引起、引導並維
持個人行為的歷程，具有不同的種類、強度、目標和方向，故難以被直接衡量。在本研
究所指稱的社會企業餐廳動機部分，將針對創業者的創業動機、員工的參與和工作動機
和消費者的消費動機進行探討，以描畫出完整的社會企業餐廳之供應端和消費端之參與
動機全貌，以下則針對各項動機，進行文獻的回顧與綜述：
一、創業動機
創業動機強調個體對「創業行為結果之憧憬」所產生的創業意願，其高低可以轉成
行為展現的成效 (吳美連、莊文隆、洪培峻，2012)」
。關於創業動機的面向，McClelland,
Atkinson, Clark, 與 Lowell (1976) 提出成就需要 (need for achievement)、權力需要 (need
for power) 和親和需要 (need for affiliation) 是導致個體創業的三大主要動機；Gilad 與
Levine (1986) 則根據驅使創業動機為正面或負面因素提出推式和拉式觀點，前者如對公
司政策的不滿、同事間相處所造成的推力，而後者則為資源和機會的獲得等正面因素。
本研究茲整理社會企業和餐飲業的創業動機，並彙整成表 4、表 5。在社會企業創
業動機的部分，可以參照表 4。高義芳與沈怡臻 (2009) 以社會企業精神的概念進一步
分析後指出，商業創業的動機以追求成就感、滿足經濟需求、獲得權力及地位、逃避為
人工作和發揮所學專長；而社會創業的動機為社會目的、自我實現、宣揚理念和以助人
為樂。Germak 與 Robinson (2013) 對 16 位社會創新研究所培訓者訪談發現，投入社會
企業動機為幫助社會、自我實現、成就導向、關注非金錢因素和解決社會問題。Lucas
(2012) 的研究亦證實上述學者觀點，認為社會創業除追求自我實現和啟動變革外，亦受
個人成長背景、信念、宗教信仰、公民責任感影響。可見相較於商業創業著重個人和利
潤導向，社會創業則多以社會公益為出發 (高義芳、沈怡臻，2009)，關注現有的社會需
求，服務於處境不利和服務不足的市場 (Austin et al., 2012)，理想為重建更好的世界
(Bornstein, 2007)。而除前述動機之外，Haque, Anwar, Yasmin, 與 Islam (2018) 也發現過
往社區服務經歷會深深影響個人社會創業的意圖，受訪者認為自己從助人活動中受益，
獲得知識、技能、經驗和人脈的增長，有助於未來職涯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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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社會企業創業動機
社會企業創業動機
社會目的、自我實現、宣揚理念、以助人為樂
個人背景、自我實現、宗教信仰、
公民責任感、信念、啟動變革
幫助社會、自我實現、成就導向、
關注非金錢因素、解決社會問題
親社會態度、創新導向、自我效能

作者
高義芳與沈怡臻 (2009)
Lucas (2012)
Germak 與 Robinson (2013)
Douglas 與 Prentice (201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在餐旅業創業動機的部分，可以參照表 5。Chen 與 Elston (2013) 針對 240 位中國
小餐廳老闆調查發現，創業主要動機依序為做自己的老闆、實現經濟獨立、保持家庭團
聚和改善生活等。而 Leach (2017) 則透過訪談餐飲創業家，提出創業動機主要受熱情、
自我效能和關係網路所驅使。簡言之，餐飲業的創業動機主要以成長導向 (growthorientation) 和生活導向 (lifestyle-orientation) 兩者為大宗 (Fu, Okumus, Wu, & Köseoglu,
2019)，並深受創業家的自我信念所影響；前者主要目標是創造利潤和競爭力，而後者是
改善生活環境與質量。另一方面，基於餐旅業是一個極具市場敏感性、更迭迅速的產業，
除了起始的創業動機之外，近年研究開始以過程觀去審視創業家的動機。Wang, Hung,
與 Huang (2019) 以動態觀點來審視小型餐旅業 (Smal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Firms,
STHFs) 的創業動機，指出其動機受個人因素 (認知信念、內在需求和創業家背景) 和環
境促進因子 (指外部社會經濟環境，如市場和當地社區的變化) 的影響，並隨著時間推
移而變化，在生活導向和商業導向間流轉。
從表 4、表 5 可發現社會企業的創業動機以自我實現、推廣個人或特定群體信念和
解決社會問題為首；餐旅業的創業動機則較偏於個人和經濟導向，如改善個人的生活品
質以及賺取更多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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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餐飲業的創業動機
餐飲業創業動機
做自己的老闆、實現經濟獨立、保持家庭團聚、
改善生活、獲得名譽、挑戰性等
成長導向 (growth-orientation)：創造利潤和競爭力
生活導向 (lifestyle-orientation)：改善生活環境與質量
個人因素、環境促進因子

作者
Chen 與 Elston (2013)
Fu 等 (2019)
Wang 等 (201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工作動機
本研究所指稱工作動機，指驅使員工投入社會企業餐廳並持續服務之因素，故在此
章節將回顧相關領域之參與動機和工作動機之理論與文獻，以幫助本研究後續發展概念
架構和分析之便。
參與動機指的是促使個人選擇去從事特定行為或投入特定組織之意圖，是一種「與
自身價值觀相關的威脅或機會所引發的目標導向力 (Batson, Ahmad, Lishner, & Tsang,
2016)」
，且大體上可分為利己主義 (egoism)、利他主義 (altruism)、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和原則主義 (principlism) 四種 (Batson et al., 2016)。
另一方面，工作動機指的是驅使個體完成其工作的行為歷程，又分為內在動機和外
在動機，且兩者可能是兼容並存的 (Amabile, 1994)。Amabile (1994) 認為，追求自我成
長、工作的有趣性以及挑戰性等因素，即為內在工作動機；另一方面，外在工作動機包
含獎酬與外在認知兩個構面，即個體為達成工作本身以外的目標，或尋求其他物質性和
社會性的獎勵，如追求加薪、贏得聲譽等。此外，與工作動機相關且常見理論尚有馬斯
洛的需求層次理論、Herzberg 的雙因素理論 (Two-factor theory or Motivation-hygiene
theory, 激勵保健理論) 和自我決定論 (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 SDT)。需求理論簡單
可以分為匱乏需求 (如：生理、安全) 和成長需求 (如：社會、尊重和自我實現)，當員
工匱乏需求被滿足時，才會追尋較高層次的成長需求。雙因素理論將導致工作滿意與否
的因素分為激勵和保健兩大因素，並指出兩者各有範疇，互不相干；前者指的是若擁有
則能提供員工工作滿意度的激勵因素，後者則為缺乏將導致員工工作不滿意的保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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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決定論主要在探討個人自我決定，並依照決策時認知的差異將動機分為內在和外在
動機。因本研究探討員工工作動機之目標是希望找出激勵員工的相關因素，以便經理人
能有效進行人力資源管理。而實證研究多指出內在動機對於員工的影響較大，較可能成
為激勵因素，如 Herzberg (2017) 在其《工作動機 (Motivation to work)》一書指出：「雖
惡劣工作環境會引起員工不滿，但改善環境很少會改善工作態度；相反，工作中的固有
因素，如成就、認同感和具有挑戰性、有趣與責任感的工作，往往能提升工作滿意度」
。
故在後續分析討論除運用最常見的內在和外在動機理論之外，亦採用 Herzberg 的雙因素
理論作比較分析，以對社會企業餐廳員工之工作動機有更完整的認識。本研究整理社會
企業和餐飲業領域中的參與、工作動機，呈現於表 6、表 7，底下針對兩者做回顧。
在社會企業的參與或工作動機部分，目前相關研究有限，僅少數針對非營利和社會
活動領域作探討。如表 6 中的 Klandermans (2003) 研究發現，參與社會運動的動機為目
標重要性、重要他人期望、社會性獎勵 (獲得名聲或結交新朋友等) 和認同感；Borzaga
與 Tortia (2006) 指出非營利和公共領域的成員動機以經濟需求、自我實現、對組織領域
的興趣、建立新關係網路最為重要；Wongphuka, Chai-Aroon, Phainoi, 與 Boon-Long (2017)
藉訪談 32 名積極投入兒童與青少年社會活動家發現，其動機如下：
(一) 對人類尊嚴和權利的信念：參與者認為人人皆有學習和發展自身能力的權利。
故應為弱勢群體提供較好的社會機會，以減少當今在社會可及性和機會所存在
差距。
(二) 榜樣的啟發：參與者在過往社會或家庭經驗中，因與模範人士共事而受影響。
(三) 從個人經歷中獲益：曾參與過社會運動或志工組織者，大多傾向於投入有益於
社會的活動或工作。
(四) 感謝家鄉：參與者認為應該對自己所生長和居住的土地或住所表達感恩，並渴
望提升整體生活品質，創建更美好和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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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社會企業的參與動機和工作動機
社會企業參與／工作動機
目標的重要性、重要他人的期望、
社會性獎勵、認同感
經濟需求、對組織領域的興趣、
建立新的關係網路、自我實現
對人類尊嚴和權利的信念、受榜樣的啟發、
自己的經歷、對國家／土地的感恩。

作者
Klandermans (2003)
Borzaga 與 Tortia (2006)
Wongphuka 等 (2017)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7

餐飲業工作動機
餐飲業工作動機
工作挑戰性、自我效能、承擔責任感、成就感
內在動機，如工作自由度、挑戰性、
重要性、趣味性和喜樂程度
領導者的積極情感

作者
Chiang 與 Jang (2008)
蔡啟通 (2008)
Jiang,Gu, Dong, 與 Tu (2018)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簡言之，社會組織的參與動機是和人密切相關的，不僅深受個人背景與信念影響，
也會因榜樣或重要他人而改變或產生行為意圖。
至於餐飲業工作動機，可參見表 7，事實上，現有研究多著重探討與工作表現和組
織績效的關聯。如 Chiang 與 Jang (2007) 指出內在動機，如自我效能、承擔責任感、成
就感對於飯店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和績效影響最大。蔡啟通 (2008) 針對臺灣國際連鎖餐
飲業 48 家門市 265 位員工的問卷調查亦顯示相似的結果，該研究發現當員工的內在動
機 (如：工作自由度、挑戰性、重要性、趣味性和喜樂程度) 愈高，愈會積極表現出創
新行為，而創新和餐廳業績呈正相關 (Lee, Hallak, & Sardeshmukh, 2016)。除內在動機
外，如同社會創業家受榜樣所驅動，餐廳員工亦受領導者的管理風格影響，當領導者傳
達出正向期望、積極的情感時，員工相對提升其工作績效 (Jiang, Gu, Dong, & Tu, 2018)。
故管理者可以透過理解員工的工作動機去制定合宜的管理方針，以激勵員工投入並提升
整體表現。
整體而言，員工的參與和工作動機是涉及眾多層面的複雜因素，若能加以辨識和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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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將有助於人力資源的招募與管理。事實上，過往研究亦發現動機可以調節情緒疲勞、
職業倦怠和工作績效 (Halbesleben & Bowler, 2007)，特別在高勞力密集、高流動率的餐
飲業，如何凝聚員工的向心力並維持其動力將是管理者最大的挑戰之一。除人力資源重
要外，另一大挑戰即是企業能否吸引顧客前來，並產生實際消費行為，故在下一部份，
將針對消費動機做進一步的闡述。
三、消費動機
消費動機，即促使個體產生實際購買之行為意圖，常與顧客所感知到的潛在價值與
風險相關聯。也就是說，消費者在進行購買決策前會傾向衡量該商品、服務或活動的優
缺點，並考量外顯成本 (explicit cost) 和內隱成本 (implicit cost)。故消費者的動機深受
知覺價值 (consumer perceived value) 所影響，並可細分為功能價值 (quality/performance
value)、金錢價值 (price/value for money)、情感價值 (emotional value) 和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 四大構面 (Sweeney & Soutar, 2001)，而 Choe 與 Kim (2019) 則將其擴充，認為在
餐旅業的顧客知覺價值依照重要度高到低為質量／品味、認知、互動、健康、情感、價
格和聲望價值。過往文獻皆證實知覺價值能提升產品競爭力和顧客忠誠度 (Kim, Zhao,
& Yang, 2008)，並和購買意願呈正相關 (Ashton, Scott, Solnet, & Breakey, 2010)，Ashton
等 (2010) 透過問卷調查顯示，於連鎖星級飯店用餐顧客的知覺價值 (知覺品牌形象、
知覺質量和知覺犧牲) 和購買意向之間呈現正向關係。故若欲提升顧客消費動機，必須
了解消費者內心的渴望以便提高顧客知覺價值，進而促使實際的購買行為產生。
為幫助釐清消費者動機，Barbopoulos 與 Johansson (2017) 提出消費者動機量表
(Consumer Motivation Scale, CMS) 的概念，包含了消費者三大目標及其子項目，分別
如下：
(一) 增益目標 (gain goal)：和個人對資源敏感性相關，當此目標活躍時，消費者較
重視成本和金錢價值，較不考量社會或道德性。其可細分為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質量 (quality)、功能 (function) 和安全性 (safety) 四個子項目。
(二) 享樂目標 (hedonic goal)：與個人情緒變化敏感度相關，如尋求快樂和刺激、避
免努力。為更細分三者間差異，Barbopoulos 與 Johansson (2017) 將享樂目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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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愉悅 (pleasure)、刺激 (stimulation) 和舒適 (comfort) 三個子項目。
(三) 規範目標 (normative goal)：與自身利益無關，根據個人信念或社會規範而產生
之動機可分為道德規範 (ethics) 和社會接納 (social acceptance) 兩個子項目。
前者是出自於個人信念或道德義務感使然；後者則是由法律或是約定俗成的共
同規範所驅使。
從上述可以了解消費者目標日趨多維性，管理者應針對不同動機和背景之消費者設
計適宜的行銷策略。對於任何企業而言，了解、滿足，甚至超越消費者的期望是組織的
重要目標之一。本研究彙整近年社會企業和餐飲領域之消費動機文獻，作為社會企業餐
廳顧客之潛在消費動機，並呈現如表 8，以下則針對社會企業和餐飲業領域的消費動機
分別進行闡述與說明
社會企業因兼含部分公益性質、社會責任或牽涉環境永續、生態保育等議題，消費
動機可能從個人基本需求層面擴及社會與道德層面。組織藉消費者購買其產品來幫助需
求者，而交易的無形回報亦正向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 (Hibbert, Hogg, & Quinn, 2005)，
進而達成多方受益的正向消費循環。一般常見影響關於社會、公益或道德之消費行為動
機有自我主義／自私 (egoism/ selfishness) (Crocker, Canevello, & Brown, 2017)、利他主
義 (Altruism) (Baston, Ahmad, Lishner, & Tsang, 2016) 以 及 受 訊 息 變 量 的 刺 激
(Bendapudi, Singh, & Bendapudi, 1996) 等，消費者透過購買行為來增加社會參與度和自
主選擇的權利。如倫理消費正好滿足消費者想回饋社會、幫助他人或盡公民義務的念頭，
使得公平貿易理念獲得大舉支持並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或民眾渴望藉由消費以獲取情
感和社會獎勵，如稅收優惠、舒緩內疚感、提升個人聲望和職涯發展機會等，正是自我
主義的展現 (Bruce, 1994)；訊息變量則涉及受益人描繪、需求原因說明、受益人和捐贈
者的相似性以及幫助方案的選項等因素 (Bendapudi et al., 1996)，如大誌雜誌 (The Big
Issue) 則透過直接雇用街友販賣雜誌而提供了清晰明確的受益者描繪，無形中也刺激消
費者反應，近四分之三購買者表示，他們的消費動機是為了幫助無家可歸的人 (Hibbert
et al., 2005)。此外，Casidy, Hati, 與 Idris. (2014) 透過分析 214 份問卷的統計結果顯示，
年齡、品牌和組織的可信度皆對消費者意圖呈顯著影響。可見不論是在一般商業企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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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會企業，組織所建立的品牌形象皆對消費者行為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餐飲業的部分，飲食消費的動機可分為生理、文化、人際和聲望動機 (Goeldner
& Ritchie, 2006)，或是「感受新奇」、「增進社交」、「品嘗特色」與「表現自我」等構面
(湯幸芬、吳楨、張俊彥，2007)。近年消費動機有漸走向追求健康、特殊感官體驗和環
境永續之趨勢，故助長許多蔬食餐廳、各式主題與綠色餐廳的興起，顯示消費動機已從
原先以生理需求的功能性為主，轉變為追求享樂性 (Abd & Deraz , 2018)、象徵性 (Jones
& Nash, 2017)、情感價值或社會價值 (Dimitriu & Guesalaga, 2017; Zanol & Naspetti, 2002)
為主。消費者渴望透過用餐和他人產生良好連結與互動，並從中獲得滿足和娛樂感，如
Jones 與 Nash (2017) 發現，年輕女性常透過貼外出用餐的照片於社交媒體上來描繪個人
身分。這個現象也造就所謂「網美咖啡廳、網美餐廳」的誕生。事實上，消費者於社交
媒體中所進行之品牌參與和分享，具口碑行銷 (word of mouth) 之作用，並深深影響其
他潛在顧客的消費意願 (Zhang & Benyoucef, 2016)。除為滿足個人目的外，餐旅業近十
年也出現大量關於綠色政策和綠色消費的文獻，如 Azam, Rashid, 與 Zainol (2019) 針對
馬來西亞旅客留在綠色度假村的實證研究顯示，消費意圖受到環境意識和知覺價值的積
極影響；Janssen, Busch, Rödiger, 與 Hamm (2016) 透過訪談 329 名消費者則發現，消費
者遵循純素飲食動機主要和動物 (89.7%)、環境 (46.8%) 以及個人福祉或健康 (69.3%)
相關。其中，環境和健康動機被廣泛討論，被認為是促使綠色食物風潮的主因。
從表 8 中可得知，消費者的動機日趨多元，經理人在設計產品和服務的時候必須先
鎖定目標族群、清楚塑造出品牌核心理念並善用巧思以創造最大化價值，才能在競爭激
烈的紅海中開創利基市場。而從上述探討不難發現，不論是在社會企業或是餐飲業領域
之消費者，皆關注社會價值，如幫助弱勢者或是保護環境。甚至針對臺灣飯店的實證研
究 (Chen & Lin, 2015) 與理論模型 (Chen, Lin, Tian, & Yang, 2017) 皆證實：企業行使公
益行為，如捐贈部分利潤至非營利組織，或是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會正向影響公司業績，
具有提升品牌差異化和顧客忠誠度的競爭優勢。可見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與顧客消費動
機有關，故在下一章節，將針對社會價值創造做進一步的闡述。而本研究後續亦將透過
對消費動機的實證研究，提出社會企業餐廳未來經營方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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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社會企業餐廳顧客之潛在消費動機
SER 潛在
消費動機
知識、文化
享樂
生理／生存
利他主義
受外來資訊
刺激
關係／社交
環境

定義

參考文獻

希望品嘗特色食物、了
解特定飲食文化
能引發快樂、滿足、刺
激等情緒感受

湯幸芬等 (2007)；
Choe 與 Kim (2019)
Abd 與 Deraz (2018);
Crocker 等 (2017)

求溫飽或滿足生理需求

Goeldner 與 Ritchie (2006)

為幫助他人、回饋社
會、道德義務感
受口碑、社交媒體、廣
告資訊等影響
透過用餐或分享照片進
行自我呈現與交友互動

Hibbert 等 (2005);
Baston 等 (2016)
Bendapudi 等 (1996);
Zhang 與 Benyoucef (2016)
Dimitriu 與 Guesalaga (2017);
Jones 與 Nash (2017)
Janssen 等 (2016);
Migliore, Borrello, Lombardi, 與 Schifani
(2018)

追求永續，減少對環境
或生態的傷害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合作動機
合作 (cooperation)，是涉及社會互動的複雜行為，指的是多方齊心努力以達成共同
目標的情況。傳統經濟理論將人視為追求利益、理性的個體，因此人與人之間的所有合
作須採取經濟協同的形式，即彼此關係是建立在金錢收益上。然大量動機心理學文獻指
出，所有行為皆受到多種不同動機的驅動，如 Yang, Liu, 與 Chen (2018) 研究證實，個
體的權力意識與合作傾向正相關，並受個人感知控制的中介作用；而 Bosworth, Singer,
與 Snower (2016) 聲稱，個人的性格類型 (dispositional types) 與社會環境 (social settings)
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會導致動機的變化，並對合作決策產生影響。其中，動機主要可以
分為自私動機 (self-interested wanting motive) 和關懷動機 (caring motive)，前者旨在最
大化個人利益，較適合於競爭環境中；後者旨在最大化聯合收益，相對適合於合作環境
中，如家庭生產和團隊協作。
所謂關懷，指的是非技巧性幫助他人，例如「利他」
、
「養育」或「親密」等，並常
跟移情主義相關，特別是在社會困境下，往往會加強人們的互助合作行為。Chier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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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emann, Snower, Vogel, 與 Singer (2017) 透過實際測試和因子分析法，證實與關懷相
關的誘導動機，是提高社會經濟決策中合作行為的潛在因素。若想提高合作意願，可透
過文字和情境的設計去誘導個體的關懷動機。
在社會企業領域，因其致力於追尋解決特定社會問題，故合作動機多是傾向於關懷
動機，或有部分則為追尋公平正義，希望每個人皆能享有相同的權力和生活品質。事實
上，許多社會企業是以合作社 (cooperative) 型態成立，透過集體的力量，爭取弱勢賦權
和促進社會融合，並創建地方經濟或產業復甦之可能 (Datta & Gailey, 2012; Savio &
Righetti, 1993)；另一方面，在餐飲業的合作動機，相對較多自私動機的成分，Pechlaner
與 Volgger (2012) 透過訪談 15 位利益相關人和 GABEK 技術分析，發現對於餐旅業最
重要的兩大合作條件為組織和程序，因其與效率、合法性和公司治理等息息相關，並可
透過建立網路管理組織和運用如 GABEK 等相關治理工具，以促進集體知識的管理、加
強企業間的合作，找到務實解決方案。
具有社會和經濟之雙重目標的社會企業餐廳，需妥善管理多重利益關係人，才能有
效整合與利用資源，故如何尋求志同道合的合作夥伴，顯然是其重要課題之一。故本研
究亦會針對合作動機作進一步的探討，希望能了解啄木鳥的家 casa+合作夥伴選擇與組
織共事的原因。

第六節

社會價值創造

社會創業是「在非營利組織，企業或政府部門內部或跨部門間的創新與社會價值創
造活動」(Austin et al., 2012)。故社會價值創造是社會創業的核心 (Austin et al., 2012;
Mzembe, Novakovic, Melissen, & Kamanga, 2019)，指具有社會目的的組織提供的必要商
品和服務，產生有益於人類或社會的現象。例如倡導更具包容性和更公平的政策 (Austin
et al., 2012)、減少貧窮 (Peredo & Chrisman, 2006)、充足的醫療和教育資源 (Mzembe et
al., 2019)、提高受益人謀生能力 (Singh, 2016)、保護文化和自然環境 (Peredo & Chrisman,
2006) 或處理各種社會和環境問題 (Chaves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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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傳統企業，社會價值被視為經濟價值創造的副產品，而藉市場交易機制所產生
的經濟價值才是其最終目標；然，對社會企業而言，經濟價值是必要但非充分的條件
(Mair & Martí, 2006)，有些社會企業家可能對利潤不感興趣 (Douglas & Prentice, 2019)，
有些則將其視為實現企業社會目標的手段之一 (Peredo & MacLean, 2006)。整體而言，
社會企業往往能透過社會創新實現共享價值 (shared value) 之目標 (Patton, 2018)，並為
所有利益相關者 (受益者、資助者、員工及供應商等) 創造價值。而 Singh (2016) 則將
社會價值的概念局限於社會企業家對受益人 (個人，社區或整個社會) 的總體影響，並
指出：

社會價值創造是通過解決社會問題來實現理想的社會變革或創造一系列的社會影
響，如賦予受益者權力，為他們創造和提供社會經濟利益，影響他們生活，改變他
們的觀念，態度，行為。最後，規範的變化。這些變化發生在機構，個人，社區，
縣市和國際層面 (Singh, 2016,頁 109-110)。
因此，在衡量社會企業的績效時，除營收和利潤之外，應納入無形的社會價值，如
聲譽和道德價值。事實上，社會價值創造在本質上是複雜的、多維的 (Weerawardena &
Mort, 2006)、多層面的，涉及個人 (如：技能習得)、社區 (如：提升當地發展) 和社會
(如：永續性) 且彼此間會交互影響 (Korsgaard & Anderson, 2011)。特別的是，提供社會
價值的不僅限於企業本身，所有利益關係人都參與了價值的共同創造 (張士哲，2018；
Vargo & Lusch, 2011)。也因社會企業本身具有多重利益關係人和雙重目標的特性，故往
往能創造多重價值，如 Auerswald (2009) 認為所謂的社會價值創造，須考量經濟面的財
務 (financial) 價值、非財務面的聲譽 (reputational) 和道德 (ethical) 價值，輔以消費者
剩餘 (consumer surplus)、積極外部性 (positive externality) 以及提升或維持人類基本能
力 (elevation or restoration of human capabilities) 等來評估。而除了外顯、可觀察或測量
的價值之外，社會價值創造亦可能來自於組織利益關係人的主觀感受，Kroeger 與 Weber
(2014) 針 對 非 營 利 組 織 和 社 會 企 業 的 社 會 價 值 創 造 ， 提 出 「 域 滿 意 度 (domain
satisfaction)」的概念，即滿足地區居民的需求，包含主觀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檢視國
內，張世哲 (2018) 則使用價值共創 (value co-creation) 探討剩食餐廳，並指出該餐廳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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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解決剩食議題之外，亦推廣永續理念和加強在地社區緊密交流。
正因社會價值創造所涵蓋的範圍廣泛，無法單以財務報表上的數字來做計算，最常
見的是以社會投資報酬率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簡稱 SROI) 去評估一間社會企
業餐廳的價值，考量投入、產出、成果和影響力。透過將無形的改變以貨幣衡量的方式，
用具體數字告訴潛在消費者或投資商該社會企業的影響力。簡單來說，SROI 是一個用
財務方式將社會影響力的價值貨幣化的方法，其比率為所有影響力的貨幣價值除以投資
金額。目前英國國際社會價值協會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簡稱 SVI) 有提供 SROI
報告書的服務，而我國的臺灣社會影響力研究用則有舉辦 SROI 執業師認證培訓工作坊。
除 SROI 之外，Esteves, Franks, 與 Vanclay (2012) 則強調動態互動，闡述「社會影響評
估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簡稱 SIA)」的概念，考量對人類的影響以及人與背景脈
絡相互作用的所有方式，並聚焦於「關注弱勢群體及其生活 (Esteves et al., 2012)」
。近年
各界皆開始倡議使用 SROI、SIA 等評估方法，顯示社會責任實踐和社會價值創造越來
越受到關注，政府用於審視基礎設施建設和資源開發項目，企業則用於擇選合適的社會
投資計畫，以尋求在當地社區和實際收益的積極成果。
在社會價值創造的策略層面，Peredo 與 MacLean (2006) 強調社會企業家的特質和
能力，包括人員和財務的管理，以及運用內外部的政治、文化資源等。誠如前述文獻回
顧所提，社會企業若能妥善管理利益關係人，如建立良好社會網路、搭建知識共享
(knowledge sharing) 橋梁或與外部具影響力者合作，將能減少阻礙並加速社會價值創造
的過程 (Austin et al., 2012; Lewis, Cassells, & Roxas, 2015)。換言之，不論是位於組織內
部的創業者、員工和志工，或是外部社會網路下的顧客、合作夥伴、股東、贊助商、潛
在支持者等，都是社會價值創造所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源。
然而，各種價值創造之間亦可能具反作用力 (Korsgaard & Anderson, 2011)，且利益
關係人也可能會阻礙社會價值創造，如 Mzembe 等 (2019) 透過訪談 22 位在馬拉維
(Malawian) 餐旅業的社會企業家後指出，政府官員、地方傳統意見領袖和國際援助組織
等往往對於社會價值創造產生諸多限制，並主要受文化認知 (文化傳統價值觀和權力結
構) 和規範 (政治因素和發展援助) 兩大因素的相互作用影響。因社會企業常具有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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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革的特性，故較難獲得傳統官僚和既有獲利者的支持。而創業者可透過打造不同
的顧客和夥伴關係，形建互惠互利的機制和社會影響力。
簡而言之，社會價值創造不受限於傳統價值衡量方式，其可能兼容有形與無形、主
觀感受與客觀評估的價值，而在創建社會價值上更需社會企業家發揮巧思，大膽創新、
整合資源和搭建社會網路。本研究回應 Saebi 等 (2019) 的呼籲，該研究指出「社會創業
的關鍵－社會價值」尚不明確，需要更多實證研究去厚實該領域之基礎。考量社會和經
濟價值創造的雙重目標正是社會創業魅力所在，給予社會企業合法性 (legitimacy) 和獨
特性 (distinctness)，故研究社會價值創造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本研究將透過訪談法和
觀察法試圖找出個案的社會價值創造，並嘗試對於社會價值創造的策略提出實務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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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將依據研究目的以及文獻探討擬定研究方法，此研究主要以質性研究為取向，
並採用單一個案研究法之設計及施作，運用半結構訪談法和參與觀察法。研究者實際到
研究場域與創辦人、員工、消費者進行訪談，從中了解其參與社會企業餐廳之動機與社
會價值創造，並輔以參與觀察，以便能深入的去釐清整體現象與脈絡。以下將說明本研
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內文如下：

第一節

研究取徑

一、質性研究之特色
社會科學研究主要分為量化和質性兩大範疇，前者指的是以客觀角度，透過實驗、
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去做演繹推理，著重各變項之間的相關性、顯著性，屬於邏輯經驗
論與實證主義；後者則是透過深入了解一個現象或脈絡的意義，強調在互動的研究歷程
中，經由思索、反省、批判與挑戰，並做描述、編碼、轉譯等歸納分析，偏重於象徵互
動論、建構主義和觀念主義。也就是說，相較於量化研究者關心樣本屬性、檢測因素與
影響；質性研究是透過聚焦於真實生活背景，從中發現、洞見與理解的研究方法，強調
經驗的詮釋和揭露現象的意義 (顏寧，2011)。也就是說，質性研究的特點即常是以主位
(emic) 觀點來審視研究對象與資料，且研究者是本身亦為研究工具，在研究過程需透過
不斷的反思和檢視，以確保觀點沒有受到汙染及研究結果的可信賴性 (trustworthiness)。
而社會科學領域中，質性研究主要的方法取徑有民族誌 (ethnography)、紮根理論
(grounded theory)、現象學 (grounded theory)、個案研究 (case study)、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和敘事研究 (narrative research)。其中，Eisenhardt (1989) 指出，在對於研究早
期階段的發展和提煉理論中，個案研究是相當具有價值的。有鑒於本研究主題「社會企
業餐廳」為新興領域，考量到社會創業的複雜性且文獻表明在社會企業研究中對員工、
消費者和合作夥伴等利益關係人的因素之實證檢驗很少受到關注。故本研究採用個案研
究，希望透過深入的實徵探究，結合供應端 (supply side) 和需求端 (demand side) 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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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能為該領域奠下理論基石，並供後續研究做參考。以下，就個案研究方法做進一
步的闡述。
二、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是一種實徵探究 (empirical inquiry)，探討「如何」
、
「為甚麼」的問題，特
別適用於未知或是所知甚少的新興領域，是在真實背景下，研究當時現象和發展脈絡，
是初始階段理論發展的有用工具 (Yin, 2000)。其特色為具整體性、經驗理解、獨特性、
豐富描述、啟發作用和自然類推的作用，並主要可分為以下三類：(1) 探索性 (exploratory)
個案研究：通常處理是什麼 (what) 形式的問題；(2) 描述性 (descriptive) 個案研究：常
在處理誰 (who)、何處 (where) 之問題；(3) 解釋性 (explanatory) 個案研究：較常處理
如何 (how) 與為什麼 (why) 之問題。
整體而言，個案研究法為深入了解被研究對象的經驗世界，故研究者須將每位研究
對象都視為一個獨特的個體，在自然的情境下，藉由蒐集一切相關的資料，分析並厚實
地描述其發展過程與內外在各種因素的相互關係，以對研究對象採取全面式、深入的了
解，並再現被研究者的生活體驗。
因本研究所感興趣的是探討個案整體現象、特質和影響，故本研究以探索性、本質
性的個案研究取向 (intrinsic case study) 為主，希望於真實情境下，探索新興領域－社會
企業餐廳的現象和脈絡，並透過訪談創辦者、員工、消費者與合作伙伴之四方視角，以
及實地參與觀察並取得主位觀點 (emic perspective)，進行厚實描述 (thick description)、
全面且詳盡的分析，釐清「什麼」是社會企業餐廳的參與動機和社會價值創造，嘗試建
立完整的社會企業餐廳樣貌。

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流程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欲探討社會企業餐廳之相關議題，而啄木鳥的家 casa+不僅兼具本文所提出
之三種類型的社會企業餐廳，更長期深耕在地，具有促進偏鄉發展的實質效益，其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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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價值性，著實足以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場域與對象。
在整體研究設計上，首先，本研究將透過文獻回顧，了解社會企業和餐飲業之利益
關係人、動機和社會價值創造等相關領域的背景知識，作為本研究發展之基石。接著，
透過訪談和參與觀察蒐集第一手資料，並轉譯為文字以便進行分析探討。藉由持續性的
蒐集資料、分析、歸納，直至資料飽和為止。此外，本研究將採用厚實的描述，並完整
紀錄和保存觀察札記、訪談逐字稿以供信賴度檢核，並運用三角檢核法、受訪者檢核法、
同儕和專家檢核法以提升信賴度，確保研究分析與發現的客觀性，並提升本研究的品質。
最後則針對研究結果，進行深入、細部的詮釋與探討，詳細研究流程如圖 6 所示。
二、研究流程圖

圖 6. 研究流程圖。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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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場域介紹
本研究在個案的選取上，以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 為主，其抽樣原則分別
如下：
(一) 具實體店面，提供餐飲服務，且餐廳經營大於 5 年、座位數大於 50 人。
(二) 獲得社區和顧客口碑認定，經營在同業具指標性，可供參考。
(三) 該餐廳同意配合個案研究，以提供本研究所需之相關研究資料。
(四) 同時兼具兩種以上之表 2 的社會企業餐廳類型。
藉由以上條件，所篩選出個案對象為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旗下的社會企業餐廳－啄
木鳥的家 casa+，其長期深耕在地並與社區連結，從 2012 年營運至今已達八年，座位數
大於 100 人，具有相當程度的規模，且同時兼具社會企業餐廳的三種類型：(1) 雇用弱
勢者、偏鄉原住民做員工；(2) 提供免費和較便宜的餐點給偏鄉社區；(3) 使用並推廣小
農的食材。故該餐廳足以作為本研究之代表性個案，以下進一步介紹協會與餐廳的發展
歷程。
(一) 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的由來與使命
2001 年，花蓮光復鄉發生駭人的土石流事件，導致許多居民失去家園，顛沛流
離。彭伯華、許夏蓮等 60 餘位女士組成愛心媽媽團隊，投入救援，幫助受災戶解
決生活問題，並陪伴青少年及兒童。這些愛心媽媽所組成的團隊，便是啄木鳥全人
發展協會的雛型 (賴厚元，2012)。欲仿效啄木鳥醫治樹木的精神，透過療癒人們心
中的淡漠、悲觀的心靈，陪伴他們走向光明，2003 年時彭伯華女士以啄木鳥為名，
正式創立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是一個以服務兒童青少年為主的非營利組織。他們
相信「當一個孩子被看見，一個生命的改變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多年來不間斷的協
助隔代教養、單親家庭、貧困及問題兒童，提供品格教育、職涯試探、國際交流等
服務。
(二) 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的服務項目與組織概況
目前協會的服務項目包括以下幾點：(1) 校園事工；(2) 部落關懷事工；(3) 國
際交流平台；(4) 技藝學習；(5) 服務學習；(6) 二手物流。主要策略為陪伴、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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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方向和培育傳承，並設立啄木鳥青少年災貧基金，幫助花蓮與台東偏鄉地區處
於急難中的貧困和弱勢者，希望透過教育、培訓、說故事等活動，能協助他們找回
信心，進而肯定自我價值。在組織營運部分，協會從起先透過政府計畫 (如：勞動
部多元就業方案) 與民眾捐款扶持，後為追求自主與永續經營，故轉為社會企業，
透過經營餐廳和二手商店賺取營收，不在依賴政府資金的挹注。
協會的組織依照營利與否可粗略分為兩大部門，非營利部門以志工組織、布偶
戲團和國際交流為主要項目，營利部門則有啄木鳥的窩、德米路和啄木鳥的家 casa+。
其中，啄木鳥的窩和德米路是以販售二手商品和衣物為主的商店，透過販售物美價
廉的二手物品，除協助籌措弱勢家庭的善款，亦減少物資的浪費。啄木鳥的家 casa+
則是一處結合飲食和夢想的餐廳，其將餐飲與服務學習結合，希望改善新生代消極
和缺乏動力的現況，使原住民、婦女與青少年等弱勢團體能透過工作磨練，學習團
隊合作和問題解決之能力。以下針對啄木鳥的家 casa+做進一步的介紹。
(三) 啄木鳥的家 casa+的由來與使命
啄木鳥的家 casa+則是協會因應政府勞動部的多元就業方案，是 2012 年於光復
糖產園區所設立的義式料理餐廳，初衷是打造青少年的夢想舞台，於 2016 年正式
轉型為社會企業，目前營運上已達自給自足，並持續以培育青少年健全發展為社會
目標。店名「casa」指的是義大利文「家」的意思，希望透過提供安心健康的美食、
溫暖親切的服務，讓客人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除諧音表「家」的意思之外，亦
包含「加」的意思，指 casa 從原本兩三位員工的小規模餐廳，逐步增長到現今的規
模，並創造更深更廣的影響力。
啄木鳥的家 casa+期望自身能作為培育青年事業體的基地，透過技能培訓、適
性引導和潛能開發等，鼓勵偏鄉青年找到自己生命熱情所在，進一步開創屬於自己
的事業。並藉由各事業體的串聯，創造就業機會和社會影響力，形建共榮的生活圈、
經濟圈，進而帶動偏鄉社區整體發展。
(四) 啄木鳥的家 casa+的價值主張
啄木鳥的家 casa+的員工，多為原住民青年、飛行少年或身心障礙的兒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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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培育就業技能、領導和管理技巧，不僅建立弱勢者經濟獨立的能力，亦協助其找
到自我價值和定位，即具有本研究所指稱第一類型社會企業餐廳：就業整合型社會
企業。2019 年，啄木鳥的家 casa+開始籌備慢飛天使計畫，與鄰近學校特教老師合
作，每周固定時間訓練中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希望能陪伴和訓練更多特教的孩子，
並期望在 2020 年結合在地糖廠特色，成立慢飛天使的甘蔗火鍋餐廳。
在餐點部分，啄木鳥的家 casa+與小農合作，堅持選用在地健康食材和當季時
令的有機蔬果，實現「綠色飲食，健康生活的理念」
，其於店裡協助推廣小農產品，
希望能提倡在地食材，並為小農創造穩定的收入，即本研究所定義之第三類型社會
企業餐廳：倫理消費，選用特定食材以支持環境永續、公平正義等理念。更令人稱
奇的是，餐廳菜色極具特色和創意，融合美式、義式、中式和原住民風味，提供顧
客難忘的味覺饗宴，諸如將原住民的山豬肉、花蓮名產的剝皮辣椒入菜，跟糖廠特
色結合的一口甘蔗甜披薩，以及運用光復在地有機紅米所設計的創意義式燉飯等。
此外，為了讓花蓮各偏遠部落都可以品嘗到美味健康的披薩，行動披薩車於 2013 年
誕生，除巡迴鳳林、瑞穗、玉里夜市外，更深入山區等各個角落，不僅提供部落優
惠價格，每月亦搭配品格教育活動，提供偏鄉兒童免費的披薩，即本研究所指稱第
二類型社會企業餐廳：互惠共享，提供免費或是較為低廉的價格給有需求者。
除滿足三種類型之社會企業餐廳之外，啄木鳥的家 casa+亦透過產學合作宣揚
理念和傳遞其社會價值主張。該餐廳於 2018 年與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休閒遊憩學
系 Healer8irds 團隊合作，推出窯烤披薩餐車搭配送愛到部落的活動，希望能一邊販
售味美價廉披薩的同時，一邊推廣協會、募集二手物資以捐給部落兒童與老人等有
需求者。
餐廳內也販售多種在地小農的產品與社區藝術家的手作文創品，提供豐富精彩、
具獨特性的藝文活動，保留並傳承在地文化，如由極富花蓮地方色彩的美聲啄樂
(一個由員工自行籌辦的不定期周六音樂晚會活動，常邀請鄰近社區或是學校的音
樂愛好者前往演出、表演)、能同時享受芬多精和八部合音的森林早餐，以及由居民
親自帶領、深入部落探訪的微旅行等，帶給客人美食、知識與文化的多重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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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透過初步的探訪與次級資料的蒐集後，研究者發現啄木鳥的家 casa+之服務多元，
故本研究特別希望能對於其社會價值創造進行深入探討和分析。

第三節

資料蒐集

在資料蒐集方面，本研究將採用次級資料法、半結構訪談法以及參與觀察法，並透
過這些方法持續蒐集資訊直至資料飽和後，透過主題分析法、開放式編碼和轉軸編碼進
行分析並統整歸納，以完整詮釋本個案研究的結果。在次級資料的部分，除使用與社會
企業相關的政策、報導與網站資料，如行政院的「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103-105 年)、推
動社會創新方案 (107-111 年)」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所架設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平台、社
企流的專欄報導、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之社會企業登錄庫、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
會之文獻、名詞對照與社企文章等，亦蒐集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的檔案文件、相關報章
雜誌與網路評論。透過彙整產官學不同面向的意見，並藉由後續個案實徵研究與探討，
試圖對臺灣社會企業餐廳的定義和內涵提出解釋。
一、半結構訪談法
訪談是指二個人以上的交談，訪談人透過語言溝通來獲取受訪者的某些訊息，屬於
一種收集資料的工具和方法 (萬文隆，2004)。依據訪談者對於訪談控制程度的差異，即
結構度和開放性的不同，又可分為「非結構訪談 (unstructured interview)」
、
「半結構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和「結構訪談 (structured interview)」。而依照訪談對象數量
的 多 寡 ， 又 可 分 為 個 別 訪 談 (individual interview) 和 焦 點 團 體 訪 談 (focus group
interview)。研究者宜根據研究問題和對象來選用最合適的方法，茲將各方法優缺點與特
性陳述於下。
非結構訪談，又稱深度訪談，不預先設定問題，透過似日常談話的方式，在訪談過
程中找出有興趣的內容再進一步探究，即由外圍逐步切入主題的核心。對受訪者而言較
無心裡壓力，更易說出內心感受。然而，此方法雖彈性大，但高度仰賴訪談者的專業性，
且所獲取資訊缺乏一致性，難以比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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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訪談則相對於非結構訪談，是相當具有組織和架構，訪談者會依據事先所設定
的問題來提問，即為標準化並遵循固定格式，依照特定順序進行訪談。雖施行和分析容
易，但是無法對於答案背後的原因進行探討，恐流失珍貴資訊。
半結構訪談兼具上述兩種方法的優點，是一般質性研究最常取徑的方法之一。在訪
談之初，需先擬定訪談大綱，問題數量不宜過多，並可事先寄給受訪者做參考。訪談過
程毋須設定標準字句和問題的順序，可由訪談者依據當下情境和受訪者的回答內容作靈
活調整，透過輕鬆的對話和訪談者的引導以獲得獨特資訊。其問答間彈性較大，較能了
解受訪者的感受與觀念，並可能產生新的主題和想法。此外，因半結構訪談是依據特定
問題進行重點式訪談，較不易模糊研究焦點，亦適用於訪談時間有限的情況 (Yin, 2009)。
但，半結構訪談也有其限制，問題設計上因避免雙管問題和引導式問題，而訪談員宜事
先經過訓練，以確保所獲取資料的品質。
個別訪談，顧名思義就是一對一的訪談，能針對個別狀況進行深度、全面的訪談，
比較少外部干擾、亦不會因他人而影響作答，分析上相對容易許多；焦點團體訪談相對
於個別訪談，通常是 5 到 10 人所組成的同質或異質團體，由訪談者擔任主持人，帶領
大家針對一個議題或目的進行一系列的討論。主要藉由團體的活動設計、人際互動，收
集成員對特定主題的想法、意見、知覺、態度與信念 (章美英、許麗齡，2006)，具有集
體建構知識和整體、全面性的優點，能節省受訪者時間並減少因害怕單獨訪談而產生的
心理壓力，當然亦存在分析不易，可能會出現發言集中在少數人或團體間有衝突的問題
產生。
因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涉及創業者、員工、顧客和合作夥伴，為增加受訪意願，採取
半結構訪談設計以縮短訪談時間和聚焦訪談主題。基於本研究為探索性個案研究，較適
合採開放性問答，以茲對一個現象和領域進行全面、深入的探討。故有鑑於上述討論，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訪談，以便於有限時間下，盡可能完整的蒐集各主要利益關係人的觀
點和想法。此外，本研究者於訪談前藉由文獻回顧以及與專家學者討論後，擬定合適的
訪談大綱，並透過實地參與學者研究以觀摩學習訪談之技巧，減少半結構訪談可能產生
的潛在問題，而詳細處理訪談潛在困難的方法列於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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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觀察法
觀察法可粗略分為非參與觀察法和參與觀察法，前者指的是研究者不參與觀察者的
活動者，單純以局外人角色觀察，可能是間接觀察、實驗室觀察或完全觀察法的模式；
後者則其具有直接性，能深入文化背景脈絡 (context)，是了解一個環境的活動及互動，
如何對某種行為或信仰賦予意義的最佳方法，亦為社會科學領域廣泛採用的資料蒐集方
法之一。其具有兩大特點： (1) 能避免資料受到記憶扭曲或社會期許偏差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而產生真實性的問題；(2) 較能夠還原事件或行為發生時的情形 (林淑
馨，2013)。故參與觀察法是一套深入、開放式、彈性、案例式的研究方法，藉由紮根於
日常人類生命，找出實用及理論性的事實，揭露「現實」 (王昭正，朱瑞淵，1999)。而
Gold (1958) 依據研究者和被觀察群體之間的關係，將觀察者分為以下四種類性：
(一) 完全觀察者 (complete observer)：研究者完全不以任何形式親身參與被觀察對
象的各個經歷，僅置身境外進行觀察 (林淑馨，2010)。因不透漏研究者身分，
雖可最小化霍桑效應 (Hawthorne effect)，卻僅能觀察到表面現象。
(二) 觀察參與者 (observer as participant)：受觀察者知道研究員的存在，研究者能參
與部分儀式和活動，並以觀察為主，雖可蒐集並記錄龐大資料，但仍無法探討
到較隱私的區塊，且現象顯現程度受被觀察者控制。
(三) 參與觀察者 (participant as observer)：研究者的身份是被觀察者知道且相當程度
認可的，並以參與活動為主觀察為輔。通常可獲得許多外人不易取得的資訊，
但要注意所呈現的行為真實性與否，即被觀察者的行為是否因研究者的加入而
改變。
(四) 完全參與者 (complete participant)：研究者在研究場合扮演與被觀察者相同的
角色，且被觀察者全然不知研究者的存在，故能獲取最全面和完整的內部消息，
但恐存在研究倫理的問題。
本研究以半結構訪談為主，參與觀察為輔，故在後續第四章討論時，會參考及適度
運用透過參與觀察法所獲取之資料。因本研究場域為開放式的公共空間，為避免影響消
費者用餐，故在研究初期，以完全觀察者的身分，親臨研究場域，針對顧客的用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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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觀察。而因參與觀察法需長時間、持續性的進行研究，鑒於研究倫理和禮貌考量，
本研究會事先與餐廳進行溝通，說明研究的性質和預期成果，並獲得管理者的許可。故
對於員工和創業者而言，則是以觀察參與者的身分，觀摩現場的工作狀況和組織的藝文
活動，以及員工間、員工和顧客之間的互動模式。隨著研究進行，對於受訪者和研究場
域具一定熟悉程度後，則轉以參與觀察者的身分，如透過以協會志工或兼職人員的方式，
參與並融入個案對象的日常生活；或和其他顧客一同於個案場域用餐。藉由從外部觀察
到內部參與身分的轉變，填補了各方式的闕漏，雖無採用完全參與者的方式獲取最私密
之內部訊息，但透過上述方法並輔以前述所介紹之相關檔案文件等，逐步抽絲剝繭，以
茲能更深度描繪整體脈絡，盡可能呈現個案的真實樣貌。
至於觀察的紀錄方法，本研究綜合運用手寫筆記、電腦文書紀錄、畫圖、錄音、拍
照和錄影方式，並採用 A.E.I.O.U.架構。A.E.I.O.U.為一種觀察技巧 (Martin & Hanington,
2012)，能幫助研究者組織觀察內容，有系統的整理觀察紀錄，並聚焦於實際發生的事實，
避免寫下觀察者的想像，以下針對各項進行細部的說明：A 指的是活動 (activity)，代表
人們當下的明確活動、流程、模式；E 則為環境 (environment)，包括觀察的地點，周遭
環境的功能、特色、氛圍；I 指的是互動 (interaction)，如人與人、人與物或人與空間之
間的互動模式；O 為物件 (object)，亦即環境中的物品，它們的功能、和人們活動的關
聯；U 為人員 (user)，指所有環境中的人，他們的角色、需求和彼此之間的關係。

第四節

抽樣方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個案挑選如前述所介紹，是採取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而在受訪
者挑選上，員工以滾雪球抽樣 (snowball sampling) 為主，消費者和合作夥伴則以便利抽
樣 (convenience sampling) 為主。如前個案介紹所述，啄木鳥的家 casa+同時兼具三種類
型的社會企業餐廳，且長期深耕於在地，對於花蓮偏鄉青年和小農發展助益是有口皆碑
的，符合作為本研究的代表性個案。至於訪談對象的部分，本研究首先訪談創業者，透
過其引薦訪談員工，再藉該員工的協助進一步訪談下一位員工。事先與餐廳員工約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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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餐廳空班時間進行訪談研究。依此，不斷進行滾雪球抽樣至資料飽和為止，共訪
談到 7 位分屬不同職位的員工；消費者部分，則是研究者直接到餐廳現場，與消費者進
行訪談，共訪談 25 位左右的顧客；合作夥伴部分，是由創業者和員工引薦，親自送出
邀約和聯繫訪談時間，因合作夥伴行程忙碌，故僅成功訪談至 3 位合作夥伴。

第五節

訪談大綱設計

本研究在訪談設計上，主要參考相關動機以及利益關係人文獻擬定，並將針對研究
的兩個主要問題－參與動機和社會價值創造為主軸，主要分成角色、動機 (參與前、參
與中以及參與後的動機對於組織未來的期望) 和社會價值創造三大面向。對於消費者，
除消費動機和社會價值創造之外，另會針對其用餐知覺和感受做進一步的詢問，如對於
餐點品質、員工服務、環境氛圍的看法，以及知覺風險和成本，希望能更深入了解顧客
知覺價值，個案的社會價值創造對顧客知覺價值的影響等。
然而，有學者提醒，訪談大綱是對訪員的提醒，不應該照本宣科，擾亂受訪者的思
緒或是影響其答題興致 (畢恆達，2010)。故訪談執行時，研究員將視情況彈性調整，希
望能透過輕鬆自然的對談方式，讓受訪者於無壓力的情況下自由闡述個人想法。首先會
詢問受訪者的基本背景資料，如參與組織的時間和所扮演的角色，再接續詢問其參與的
動機和所感知的社會價值創造，並依答題內容和現場狀況提出進一步的追問題目
(probing question)。關於訪談潛在困難處理詳見第六節，而細部的訪談大綱設計請參照附
錄一至四，依序分別為創業者、員工、消費者和合作夥伴的訪談大綱。

第六節

訪談潛在困難處理

一、外在干擾
因研究場域為營業場所，為便於受訪者，極有可能就地於餐廳進行訪談。在訪談過
程中，勢必存在許多外在干擾物，包括了背景音樂、其他顧客的聊天聲音、刀叉或碗盤

51

碰撞等的聲音。為避免因外在干擾而影響研究進行，將選取餐廳較安靜的角落進行並請
餐廳調小或關掉音樂，或於餐廳中午休息空檔進行訪談。
二、無回應或是回答簡短
訪談時，恐面臨部分受訪者表現沉默或是回應過於簡單。為避免此類問題的產生，
將透過適當問答技巧，並營造輕鬆自在的氛圍，以鼓勵每個人踴躍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
見。而針對較不擅言詞或是害羞的受訪者，可先透過開場白問題和引導式問題，詢問簡
單的閉鎖式問題，再依據進一步探詢其想法和感受，或利用轉問的技巧，詢問較為沉默
者的意見，如「受訪者 a 提到他參與組織的動機為成就導向，請問你的餐與動機也相同
嗎?為甚麼?有沒有甚麼不同的動機呢？」
，並適當運用追問技巧，如延伸追問 (extending
the narrative probe)、細節追問 (detail-oriented probe)、舉例或釐清追問 (clarification probe)
等，進一步去探尋受訪者的想法，以便搜集到與研究問題相對應的答案。
三、訪談意願低落
因訪談相較問卷法需要花費較多時間，且需要面對面進行深度談話。對於受訪者，
恐因害怕時間耽誤或是不擅與陌生人對談等原因，產生受訪意願低落的情況。為減少相
關情形，本研究除致贈受訪者精美小禮以示感激之外，亦親臨受訪者便利之場所進行訪
談，採取半結構訪談以盡可能縮短訪談時間。再者，研究者將在整個過程中均保持微笑、
開放式的態度，給與受訪者被接納和傾聽之感受。如 Seidman (2006) 提出傾聽的三個層
次：(1) 聽到受訪者說的話；(2) 聽到受訪者沒有說的話；(3) 聽見受訪者內在的聲音。
意即，在傾聽時應保持專注，警覺話語之間的流轉，亦須留意對方肢體言語和情緒的變
化。善用良好傾聽技巧，較易得到受訪者信任，使其願意或自然而然進行敘說。此外，
亦有學者建議可激發受訪者喜歡助人的利他傾向 (畢恆達，2010，頁 129)。也就是說，
若和受訪者表明該訪談對於研究的需求和急迫性，可能會引起其利他精神而允諾受訪。
四、其他問題或突發狀況
訪談涉及人與人之間的動態互動，並非僅依著大綱照本宣科，故即便事先已設想各
項應對措施，仍容易產生無法預料的突發狀況。如受訪者時間有限，則須即時精簡問題，
或因彼此觀點不同而產生衝突，或許可避重就輕帶入下一個問題等。本研究員在訪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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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除透過模擬演練、觀摩學習以及文獻和書本上學習訪談技巧外，若在實際執行中
遇到無法自行解決之困難，將與同儕討論，或請教指導教授和其他師長，以適時解決問
題，並將各項狀況做文字記錄，以供未來審視研究之用。

第七節

訪談流程

一、訪談同意書
為確保研究倫理，將於訪談前給予受訪者訪談同意書，說明訪談目的和受訪者的各
項權益，並保證所蒐集之資料僅供學術使用。確定受訪者充分閱讀和理解後，才正式開
始訪問。基本上訪談同意書包含了研究者資料、研究主題與目的、受訪者權益，並會詢
問受訪者的人口背景變項 (如：年齡、性別、學歷、婚姻狀況和收入等)，而本研究之訪
談同意書茲見附錄四。
二、訪談錄音
錄音是紀錄語言互動的最佳工具 (王昭正、朱瑞淵，1999)，本研究在訪談中將使用
錄音筆和手機進行錄音，並於訪談後轉譯為逐字稿，以便後續分析和審視研究之用。然
錄音設備是具有突兀性的，將事先告知受訪者，若感不適或拒絕回答時，將視情況中止
錄音，並轉以筆記或電腦文字紀錄的方式。
三、訪談筆記
陳向明 (2002) 指出，凡無法透過錄音設備紀錄者，皆須由訪談筆記紀錄。因此，
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除以錄音做語言紀錄外，亦採用手寫筆記的方式簡述重點，主要
記錄關鍵字和非語言互動，如表情、肢體動作和情緒等，以盡可能完整記錄訪談過程，
並供未來分析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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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資料分析

一、資料分析方式
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法 (thematic analysis) 進行文本的分析，並使用開放式編碼
(open coding) 和主軸式編碼 (axial coding) 進行資料的整理和歸納。主題分析法是一種
資料識別的方法 (Braun & Clarke, 2006)，藉由閱讀文本和將研究發現細化為關鍵主題的
各種過程。主題指的是從資料中找到之特定模式 (Joffe & Yardley, 2004)，可能為明顯地、
字面上的意義或是潛在 (latent) 的涵義。主題的命名和歸類，依據本研究第二章於文獻
回顧的背景知識及文本中浮現的重要概念，在編碼上會融合演繹 (inductive approach) 與
歸納 (deductive approach) 的研究取徑：前者指的是透過於資料中浮出的重要概念，進
一步抽取並分析；後者則是藉由文獻回顧、次級資料蒐集以及學者的理論架構，為後續
研究分析提供概念框架，而關於開放式編碼和主軸式編碼細部的進行方式，茲說明如下：
(一) 開放式編碼：為質化資料分析中，最初的概念分類與標示。在開放性編碼中，
代碼是由研究者檢視與分析資料產生的，透過找出話語間的關鍵字，進一步彙
整、濃縮成初步的概念與想法。
(二) 主軸編碼：對開放性編碼結果的再分析，目的在確定重要的、一般概念。透過
進一步的精煉 (refine) 與區別化 (differentiate)，使研究者可更精確地歸納資訊。
因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找出社會企業餐廳利益關係人的動機與社會價值創造，故希望
能透過開放性編碼與主軸編碼，將所獲取資訊進行分類、歸納、比較與分析，並試圖找
出最關鍵和核心的概念。
二、研究的可信賴度 (trustworthiness of data)
相較於量化研究講求信度與效度，質性研究是以可信賴度來審視一篇研究品質的好
壞。而可信賴度又可細分為四項指標：可信性 (credibility)，即內在效度，關注從研究中
得出的結論是否能有效呈現真實情況；可遷移性 (transferability)，即外在效度，指研究
的發現可以概估或應用於其他類似的脈絡；可依賴性 (dependability)，似信度的概念，
指重複研究可獲得相同結果；可確認性 (confirmability)，即客觀性，指蒐集到的資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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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立和客觀性。而本研究參考諸多學者論點後，使用下列方法以確保本研究之研究品
質，各方法及內容詳述如下:
(一) 三角檢核法 (triangulation)：首先，為增加本研究的可信賴性，本研究採用三角
檢核法 (triangulation of theory) 中的方法論三角驗證 (triangulation of method)
與資料三角驗證 (triangulation of data/source)。在方法論部分，分別使用了參與
觀察法、半結構訪談和次級資料蒐集三種研究方法；在資料三角檢證部分，則
有創辦人、員工、消費者和合作夥伴三種依據來源。
(二) 增加研究時間：為增加可信性，本研究將拉長於研究場所的時間，並預計以志
工的方式參與個案的日常活動，進行持續性、更深更廣的參與觀察研究。
(三) 自我反思 (self-reflexivity)：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亦為研究工具，因其不像量
化取向研究，有明確的統計數據，常是以主位 (emic) 觀點去進行探討，故過
程中的自我反思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本研究將透過反思日記和厚實的描述，
不僅使研究者可透過書寫進行更深層的思考，亦藉由詳盡的紀錄，盡可能完整
的呈現個案原貌，以供他人審視。此外，在分析過程中，亦運用評定者間一致
(intra-rater agreement) 方法，確保編碼的恰當性。
(四) 外部檢核機制：本研究將採用同儕審核 (peer debriefing)、受訪者檢核(member
checks) 和專家檢核法。將訪談逐字稿和編碼結果隨機抽取部分內容，請外部
人員，包含於研究室的同儕或學長姐、受訪的員工及顧客，以及專家學者協助
進行編碼的檢核，使研究發現不淪為研究者主觀之嫌，並增加研究發現的內在
效度、信度和客觀性，以確保研究倫理和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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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將進行個案分析之程序，針對啄木鳥的家 casa+的 1 位創業者、7 位員工、
25 位客人及 3 位合作夥伴的訪談資料逐步編碼並進行分析。第一節主要描述受訪者背
景；第二、三、四、五節分別針對創業者、員工、消費者和合作夥伴，進行分析與闡
述其創業動機、工作動機、消費動機以及合作動機類型；第六節則是綜合討論啄木鳥
的家 casa 所創造的社會價值。

第一節

受訪者背景

本研究一共訪談 1 位創業家、7 位員工、25 位消費者和 3 位合作夥伴，而受訪者背
景資料表便依序將創業者、員工、消費者和合作夥伴的人口背景資料呈現於表 9 至表 12；
至於參與觀察的部分，除訪談時間之外，從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間不定期到
餐廳現場觀察 5 次，每次觀察時間單位約為半天或 2 個餐期。觀察地點並不僅侷限於餐
廳，另有參與和協助披薩餐車，1 次為在部落的義賣市集以及 3 次在玉里夜市的販售，
每次參與觀察的時間約為一個半小時，並將參與觀察資料作為研究輔助和參考用，不特
別獨立做討論。
創業者的訪談日期為 2018 年 11 月 11 日，編號為 F1，F 表示 Founder，即創辦人
的意思，在後續討論以創辦人和彭女士稱之，其人口背景資料如表 9 所示。
表9

受訪者資料－創業者
編號 性別
F1

女

年齡

職稱

服務年資

婚姻狀態

教育程度

其他全職工作

50-59

創辦人

8年

已婚有小孩

大學

無

啄木鳥的家 casa+截至 2019 年 8 月，有 8 位正職員工、3 位兼職員工，本研究透過
滾雪球抽樣，共訪談 7 位分屬不同職位的員工。訪談日期分別在 2018 年 11 月 11 日、
2018 年 11 月 19 日、2018 年 12 月 16 日、2019 年 1 月 16 日、2019 年 4 月 3 日和 2019
年 7 月 11 日，編號為 E1 至 E7，E 表示 Employee，即員工的意思，人口背景資料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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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示。其中，E7 為兼職人員，雖服務年資雖僅有三個月，但其自高中時期便以志工
身分加入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並時常至啄木鳥的家 casa+協助洗碗、撤餐，對組織運
作和發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表 10

受訪者資料－員工
編號 性別

年齡

職稱
服務員兼

服務年資

婚姻
狀態

教育程度

其他全職
工作

3 年 1 個月

單身

大學／專科

無

2 年 5 個月

單身

大學／專科

無

披薩餐車負責人

8年

已婚

大學／專科

無

20-29

店長兼麵包主廚

5 年 5 個月

單身

大學／專科

無

男

20-29

主廚

4 年 6 個月

單身

高中

無

E6

男

30-39

文創部負責人

4 年 3 個月

單身

大學／專科

無

E7*

女

20-29

兼職人員

3 個月

單身

高中

無

E1

女

20-29

E2

男

20-29

E3

男

50-59

E4

女

E5

協會行政秘書
早餐領班兼
啄樂負責人

本研究在消費者部分採便利抽樣，由研究員親至餐廳現場隨機訪談。訪談日期分別
在 2019 年 1 月 16 日、2019 年 3 月 30 日、2019 年 4 月 3 日、2019 年 4 月 6 日、2019
年 7 月 11 日以及 2019 年 7 月 23 日，編號為 C1 至 C25，C 表示 Customer，即顧客的意
思。在收集關於顧客的資料時，以午晚餐時段的用餐客人為主，因早餐型態和午晚餐不
同，為自助方式，且主要客群為旅館住宿客人，而非自主選擇前往啄木鳥的家 casa+用
餐，故此次研究僅詢問兩位非住宿客之早餐時段消費者。整個研究期間總共邀約 38 名
顧客，然 13 位顧客因私人因素拒絕訪談，包括旅遊行程緊湊沒有時間受訪，或陪同用
餐者有小孩和老人較不方便等。再者，當研究者訪談到第 21 到第 25 位消費者時，發現
所蒐集到的資料，已達到飽和 (data saturation)，故本研究在消費者部份共計訪談 25 位
顧客。
消費者人口背景資料如表 11 所示。在性別比例部分，女性 (56%) 略高於男性 (44%)；
婚姻狀況部分，56%為已婚者，其中，78.6%是已婚有子的狀態；年齡部分，分別以 2057

29 歲 (28%) 和 60 歲以上 (32%) 族群為多，次者為 40-49 歲 (16%) 以及 50-59 歲 (16%)
的族群；職業部分，較多消費者從事軍公教 (20%)、醫務人員 (16%) 和餐旅業 (16%)
等工作；而受訪者的月收入，多為 2-4 萬 (44%) 的區間，次者為 10 萬以上 (20%) 的高
收入族群；關於居住地的部分，若勾選為花蓮者，會再進一步詢問是位於花蓮的哪一個
鄉鎮，以了解是否為居住於鄰近區域的居民，故在表 11 中，將選擇花蓮者，以其實際所
居住之花蓮鄉鎮名作呈現。前述人口資料與研究者參與觀察資料相符，女性消費族群略
高於男性，且以年輕族群和退休族群占多數。此外，為確保本研究所訪談的消費族群具
有代表性，亦與管理者確認，證實與餐廳現場狀況無太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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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受訪者資料－消費者
編號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性別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年齡
20-29
>65
60-65
>65
<20
50-59
40-49
20-29
20-29
20-29
50-59
40-49
60-65
60-65
50-59
40-49
>65
60-65
>65
<20
50-59
40-49
20-29
20-29
20-29

職業
學生
金融保險業
醫生
醫生
學生
醫事人員
醫事人員
餐旅業
軍公教
軍公教
餐旅業
餐旅業
退休
退休
軍公教
科技業
科技業
生技業
科技業
軍公教
學生
美髮業
服務業
軍公教
餐旅業

收入
<2 萬
>10 萬
>10 萬
>10 萬
<2 萬
6-8 萬
4-6 萬
2-4 萬
2-4 萬
2-4 萬
2-4 萬
2-4 萬
>10 萬
>10 萬
8-10 萬
6-8 萬
2-4 萬
4-6 萬
6-8 萬
6-8 萬
2-4 萬
2-4 萬
2-4 萬
2-4 萬
2-4 萬

婚姻狀態
單身
已婚有子
已婚有子
已婚有子
單身
已婚有子
已婚有子
單身
單身
單身
已婚有子
已婚有子
已婚有子
已婚有子
單身
已婚
已婚
單身
已婚有子
已婚有子
單身
單身
已婚
單身
單身

教育程度
大學／專科
碩／博以上
碩／博以上
碩／博以上
高中
大學／專科
大學／專科
大學／專科
大學／專科
大學／專科
大學／專科
大學／專科
高中
大學／專科
碩／博以上
大學／專科
大學／專科
碩／博以上
高中
碩／博以上
大學／專科
高中
高中
碩／博以上
大學／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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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
壽豐鄉
台北市
新北市
台北市
玉里鎮
玉里鎮
玉里鎮
光復鄉
宜蘭
光復鄉
光復鄉
光復鄉
新北市
新北市
瑞穗鄉
新北市
新北市
桃園
桃園
桃園
玉里鎮
鳳林鎮
鳳林鎮
新竹
瑞穗鄉

用餐時段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晚餐
晚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與誰用餐
獨自
朋友
朋友
朋友
家人
家人
家人
朋友
朋友
朋友
伴侶
伴侶
伴侶
伴侶
家人
伴侶
伴侶
獨自
家人
家人
獨自
家人
家人
朋友
同事

是否為初訪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合作夥伴的部分，透過創辦人和員工引薦，一共向六位合作夥伴送出邀請，其中三
位因工作忙碌、時間地點無法配合或不願意接受訪談等因素而拒絕，故實際訪談三位合
作夥伴，訪談日期為 2019 年 7 月 22 日和 7 月 23 日，受訪者分別是小農兼大富社區居
民、國際志工以及文創手作者兼旅館櫃檯人員，其人口背景資料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受訪者資料－合作夥伴
編號

性別

年齡

合作關係

P1

男

50-59

有機米供應商兼
社區導覽義工

P2

女

20-29

國際交流志工

P3

女

20-29

合作時間

文創品供應者兼
旅館櫃檯服務人員

第二節

婚姻狀態

教育程度

2 年 1 個月

已婚有小孩

碩／博士

3 個月

單身

大學／專科

4 年 3 個月

已婚有小孩

大學／專科

社會企業餐廳的創業動機

根據本研究整理訪談資料，歸納出創業者創辦社會企業餐廳的四大主要動機：發現
社會問題、追求永續經營、外力支持和個人信念驅動，如圖 7 所示，說明於下：

圖 7. 社會企業餐廳的創業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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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現社會問題
最早，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因為發現偏鄉兒童缺乏資源和陪伴，故從說故事團隊開
始，到各偏遠學校、部落，帶領兒童學習閱讀和口語表達，創辦人認為，她們致力於改
善偏鄉孩子先天養分不足之社會問題，即偏鄉孩子在家庭背景和大環境，無法與都會區
的小孩競爭、工作機會和待遇少等狀況，並稱之為人的希望工程。

「啄木鳥做的事情就是人的希望工程這樣子，特別對偏鄉，因為偏鄉很多孩子真的
養分就是先天不足。」(F1，女，創辦人，50-59)
創辦者多年觀察和陪伴偏鄉兒童所累積之經驗，描繪出希望工程的建設雛形，她決
定於光復鄉成立西式餐廳，以改善偏鄉地區就業相關之社會問題，包括工作機會、職業
選擇和職業訓練均少等。針對此部分，本研究茲以「看見偏鄉兒童對於從事餐飲業的渴
望」以及「提供偏鄉兒童職業訓練和工作機會」兩點，細說為下。
(一) 看見需求和渴望
啄木鳥的家 casa+的構想，是萌生於創業者在進行社區服務時的觀察。當時，
在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擔任總幹事的彭女士，在多次針對國高中舉辦的職涯活動中，
發現孩子在接觸餐飲時，眼中閃爍著光芒，便暗自許下開餐廳的夢想。

「當初，我是 NGO 的總幹事，我走進部落，陪了很多國小、國中和高中的孩
子。為增加他們視野，我就帶他們去喝一些有名的咖啡、吃一些很有名的餐廳，
拜託這些廚師來給孩子上課。然後真的在餐桌上，教他們咖啡….，還是一帶就
帶兩年。是這兩年，累積了，看到孩子眼睛發亮，我才發現說，原來這些東西
是孩子們喜歡的。」(F1，女，創辦人，50-59)
當彭女士發覺孩子對餐飲的興趣，她認為只有職涯體驗是不足夠的。她希望，
能藉由啄木鳥的家 casa+，提供紮實的基礎訓練，讓他們學習到專業技術和溝通合
作能力，並擁有一個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和平台。因此，在發現社會問題下的另一
個子動機便是提供訓練和工作機會。
(二) 提供訓練和工作機會
創辦人在多次訪談和互動時，不斷強調啄木鳥是一個平台，專為偏鄉兒童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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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兩三年的專業養成計畫。讓偏鄉兒童藉由平台的資源和媒合，習得專業技能、
增進人脈網絡，甚至擔任管理職或開創自己的事業。

「我其實希望這家餐廳是一個機會，一個平台，讓孩子們可以來到這裡，兩年
之內，他可以成為一個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年輕人，三年之內可以成為幹部
並領導一個部門。」(F1，女，創辦人，50-59)
啄木鳥的家 casa+提供的訓練除了技能習得之外，也很講究員工的態度、品格、
價值觀，並時常視情況進行機會教育。事實上，起先會在眾多餐飲型態當中，彭女
士選擇西餐，是因為她認為西餐比較講求服務，並可以突現出一個人的尊貴，更能
藉此向孩子做品格教育及用餐禮儀訓練。

「因為我覺得西餐可以讓客人覺得特別，他的那個「尊貴」
，那個人的「價值」
會被體驗。是那個場景讓我覺得讓我確定會做西餐。」(F1，創辦人，女，5059)
除了因為看見孩子對餐飲的熱情以及西餐的性質之外，會選擇以義式披薩起家，
背後還有著一段感人的故事。有次彭女士帶披薩到偏遠部落服務，孩子們各各驚奇
的看著分得的一小片披薩。有的用舌頭稍稍舔了一下，捨不得的小口小口細細品嘗；
有的用雙手捧著披薩，湊到鼻前輕聞後，便小心翼翼地用衛生紙包著，想拿回去給
生病臥床的奶奶品嘗。原來，對我們來說稀鬆平常的食物，對這些孩子來說，卻是
如此難得一見的佳餚。彭女士希望，透過 casa+餐廳和披薩餐車，能讓更多偏遠地
區的孩子和居民享用到美味的披薩。創始員工兼披薩餐車負責人 E3 於受訪中亦提
及，藉由披薩餐車，他們除了得以深入部落、其他鄉鎮和學校，甚至也希望能藉此
行使機會教育，讓部落兒童不過分依賴幫助，而是懂得使用者付費的道理。

「為甚麼有行動披薩餐車?就是，可能他們沒法來餐廳，但我們可以主動到部
落裡。因為當初做披薩，其中有個宗旨是讓部落的孩子吃得到披薩，即便不能
免費，也用比較便宜的價格給他。我們也順便教育他們，不要老是接受補助，
要付點代價，不要養成甚麼都是接受別人的呀！這是我最不樂意見的。也就是
說，你還是要努力，你才有辦法在社會上立足。」(E3，男，披薩餐車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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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9)
在進行參與觀察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曾跟隨啄木鳥的家 casa+的披薩餐車到
山區販賣披薩，小孩們蹦蹦跳跳的圍繞著餐車、雙眼發亮的盯著披薩製作過程的模
樣，至今仍歷歷在目，他們是多麼引頸企盼披薩餐車的到來呀！
二、永續經營
不論是社會企業、慈善機構或是營利事業，若想創造實質改變和影響力，都需要永
續經營，如同前述文獻探討提及，永續一直是社會創業的核心概念之一，這也是促使彭
女士選擇從非營利組織走向社會企業的主因之一，並可再細分為兩大原因，分述如下：
(一) 自給自足
藉餐廳營業收入達到自給自足，毋須受限於政府或投資人的意見，較有自主發
展和運用的空間。在研究者第一次跟隨彭女士和協會團隊到國小服務，私下閒聊時，
肩負協會秘書和餐廳服務員的員工 E1 曾提及：

「現在比較辛苦，因為沒有政府補助了。但是領政府補助很麻煩，要花很多時
間寫計畫、跑個案，會被綁手綁腳。所以後來阿姨［意創辦人彭女士］決定轉
型成社會企業，用餐廳跟二手衣店來賺錢。」(E1，女，服務員兼行政秘書，2029)
(二) 訓練員工獨立
創業者認為，當斷去金流的挹注之後，員工才會真正學會獨立成長，並能藉此
培養他們正確的金錢觀念，使他們能夠學習用商業思維去洽談合作。

「現在就是要讓這些年輕人，開始用 business 的方式去 talk，even 我跟你很熟
嘛！對不對？因為我要做這個業務，我要跟你談成本的計算、百分比的計算。」
(F1，女，創辦人，50-59)
換句話說，彭女士希望藉由轉型為社會企業餐廳，透過制度化和利潤分享的機
制，讓孩子知道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去賺取工資。

「等於是你要賺多少錢嘛!你要自己努力啦。Right？這是不是很重要。員工的
心態才會開始慢慢的調整，要變成甚麼，企業者…企業家，就老闆的心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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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才對啦!」(F1，女，創辦人，50-59)
再者，彭女士希望能訓練他們有管理者和老闆的思維，不僅要學習在商言商、
公私分明，且餐廳營運狀況和工資多寡是息息相關的，透過分紅讓員工更願意投入
組織。關於員工的成長與改變，會在本章第六節的社會價值創造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三、外力支持
2004 年，桃芝颱風來襲，強烈風雨造成土石流等嚴重災害，使多數光復鄉居民流離
失所，許多兒童在意外中失去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彭女士和其團隊發現該社會問題，
主動站出來、扛起照顧與陪伴兒童的角色。天時、地利、人和，除創業念頭發想之外，
從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到啄木鳥的家 casa+成立，讓動機更具體化、明確化的皆與環境
背景、外來資源息息相關。換句話說，啄木鳥的家 casa+誕生是緣於創業者發現社會問
題和需求，並在外力支持下逐步發芽茁壯。
(一) 糖廠場地提供
員工 E3 表示，2012 年光復糖廠釋出空間邀請餐廳進駐，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
因緣際會承接該場地，正式從非營利組織步入社會企業產業。起先，餐廳的場地較
為狹小和隱密，隨後在 2016 年，因應糖廠園區餐廳多元化和旅館早餐業務外包的
需求，官方重新整建新空間並開放招標。啄木鳥的家 casa+因強調健康和使用在地
食材等特色，順利承租至今，新餐廳的場地較為寬敞舒適，並可容納百人以上的消
費者。而員工 E3 也在受訪時提及，當初因朋友的餐廳無法承接糖廠空間，轉而向
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提議，便意外進駐，開展餐飲版圖。

「糖廠有釋放這樣子一個空間給我們這樣子，本來是要給另一家餐廳。但是那
個餐廳沒有意願，因為他們自己本身就有一家，他們就把它推出來這樣子。」
(E3，男，披薩餐車負責人，50-59)
(二) 政府計畫支持
在餐廳創辦初期，主要是靠政府計畫支持才得以順利營運。如創辦人在受訪時
提及，起初頭三年，是仰賴政府的多元就業方案。這是勞動部為推動地方發展、幫
助弱勢就業以及提升社會福祉，故建構政府機關和民間團體促進就業之合作夥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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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計畫，自民國九十一年推出，分為社會型和經濟型兩大計畫，並以補助人力費
用為主軸，至今扶植許多弱勢者和身心障礙者成功就業或創業。

「轉型了之後的頭三年，就是餐廳剛開始的頭三年，那個時候都是靠政府多元
就業，靠政府的計畫。」(F1，女，創辦人，50-59)
(三) 他人技術支援
創辦人本身雖無餐廳經營和企業管理的背景，但因餐廳初衷為幫助偏鄉與弱勢
兒童的，吸引許多善心人士的協助，有的幫忙寫計畫以聲請政府經費補貼、有的則
自告奮勇當起餐廳的技術指導員。藉著貴人幫助以及團隊的努力，漸漸作出現在的
佳績。
「我連計劃都不會寫，我又不會寫計畫，還是別人幫我寫的。」(F1，女，創辦

人，50-59)
「但是呢，其實有很多人幫助我們，譬如說披薩，它的醬、它的皮和它的窯，
都是遇到貴人，才有現在這個成果。」(E3，男，披薩餐車負責人，50-59)
雖然一直懷有開餐廳的夢，但對於創辦人彭女士來說，啄木鳥的家 casa+是恰
好在那特定的時機點下，同時獲得場地、人力、資源和資金的投入，自然而然的誕
生了。
四、個人信念驅動
(一) 對偏鄉兒童的熱忱與感動
社會企業家是受理想驅動 (Bornstein, 2004)、渴望宣揚理念和達成社會目標
(高義芳、沈怡臻，2009)。創業並非單純生意買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便結束，而
是一段充滿挑戰、必須適時調整和持續奮鬥的歷程。特別是對於啄木鳥的家 casa+
而言，為追尋社會和經濟兩大使命，故從創辦以來歷經數波挫折，甚至幾度面臨沒
有人手和資金的困境。然而，創辦人彭女士皆選擇勇敢面對挑戰，這一路支持她堅
持不懈的，其實，是她的信仰以及那股對偏鄉兒童的熱忱與感動。這種無私為他人
著想的行為，即是「利他主義」概念具體化的代表。

「這是因為，就是那個信念，就是對那些孩子有那個感動，所以那個信念會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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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我，我願意放下身段。」(F1，女，創辦人，50-59)
在多次參與觀察，以及與創辦人、員工聊天互動中，研究者發現，這股感動是
來自於看見孩子逐步成長茁壯，從原先對於人生無任何想法，到一步步懂得設定目
標、習得技能，甚至開始帶領團隊或創辦自己的事業。
(二) 建立脫貧思維
創辦餐廳很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能拓展孩子的視野，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員工 E3 便提及脫貧思維的概念，當眼光放遠，思考將不會僅侷限於眼前。

「她［彭女士］對偏鄉年輕人有感動，想要他們有脫貧思維，眼光不再一樣，
才可以帶出正確的決定而產生好的影響力。」(E3，男，披薩餐車負責人，5059)
因著信念的支持，使得彭女士願意摘下總幹事的頭銜，圍上圍裙，和孩子們一
起在廚房裡學習。沒有餐飲背景的她，在創辦初期，給自己一年的期限，去熟悉與
掌握餐廳的大小雜事，故在人手不足時，她也能馬上投入現場，協助點餐、結帳及
服務客人。彭女士也希望自己能以身作則，讓偏鄉的孩子知道：天下無難事，只怕
有心人。

「我用我自己生命的經歷，我告訴這些年輕人，我剛開始沒有錢，沒有學歷，
沒有專業，可是我有那份心，所以我就告訴他們說，說，你只要知道你們要甚
麼，這個資源是到處都有的，你要自己主動去尋找。」(F1，女，創辦人，5059)
啄木鳥的家 casa+只是個開端，彭女士將其作為一個訓練和整合資源的平台，
期望能培育每一個員工找到自己專長所在，並發展偏鄉青年事業體，改變和影響更
多的孩子，帶動整體發展。
根據研究訪談和資料彙整後，可得知社會企業餐廳的創辦動機大致可歸類成四大項，
分別為發現社會問題、追求永續經營、外力支持和個人信念驅動。此一發現與過往社會
企業文獻相符，社會創業家皆受社會問題和認知信念所驅動，然相較餐旅業創業動機，
明顯較不追尋個人利益獲得。再者，所發現的四大項動機，彼此間具有關連。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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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之創辦者，因個人信念驅動，主動關懷、陪伴偏鄉兒童，進而發現偏鄉就業與資源
不足等社會問題，故透過社會企業餐廳的營運和職業訓練，以幫助他們達到經濟獨立、
自主之目標。

第三節

社會企業餐廳的工作動機

根據本研究整理訪談資料，歸納出員工於社會企業餐廳的工作動機，主要可以分為
五大類：經濟需求、管理者領導風格、回饋家鄉、自我學習與成長和成就感，如圖 8 所
示，並說明為下：

圖 8. 社會企業餐廳的工作動機。

一、經濟需求
(一) 金錢
與普遍工作動機相同，經濟需求依然是社會企業餐廳的工作動機之一，特別是
需要一份「穩定」的工作與收入。然而，賺錢僅是次要影響因子，並非是員工選擇
在啄木鳥的家 casa+服務的主因。事實上，依照其工作量和工作內容而言，啄木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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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 casa+的薪水並不高，多是受工作的發展性、成就感所吸引。在七位受訪員工
當中，僅兩位於受訪時提到金錢需求，如受訪者 E7 表示，起初以志工的身分參與
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的活動與幫忙啄木鳥的家 casa+餐廳業務，但因個人經濟壓力，
故和創辦人商討後，轉為餐廳的兼職員工。

「因為我有跟阿姨［創辦人］說我家裡狀況，我…需要錢，然後阿姨就說，她
幫我介紹洗碗的工作。我就說好，既然有工作就是做做看，然後就在這邊做了。」
(E7，兼職員工，女，20-29)
(二) 工作
另一方面，因花蓮光復的工作機會並不多，而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長期深耕在
地，多數員工從青少年時期，便有耳聞該組織，或是在學生時期曾為協會的志工。
故當其有工作需求時，便透過自我推薦、友人介紹，或是由內部員工推薦和客人轉
介等方式，因緣際會下成為啄木鳥的家 casa+的夥伴。受訪者 E5 提及，他自青少年
便和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有互動往來；而受訪者 E4 則表示自己是因學姊介紹而加
入團隊。

「我們在青少年就接觸協會了，那時是非營利組織，有聽彭老師［F1］講這個
餐飲，就覺得還不錯，可以加入試看看，所以畢業就進來了。」(E5，主廚，男，
20-29)

「我那時回來家鄉［光復］
，學姊說要不要跟她一起工作，當她的行政秘書，好
像做兩三個月吧，然後就變跑到餐廳做了。」(E4，店長兼麵包主廚，女，2029)
二、領導者的管理風格
(一) 鼓勵及讚美
Jiang 等 (2018) 透過 383 份針對中國飯店員工的調查問卷發現，領導者的積極
情感會正向影響員工工作動機和服務績效。在啄木鳥的家 casa+的訪談和觀察研究
發現亦呼應該研究結果，在餐廳整體營運上，創辦人兼管理者的彭女士扮演一個舉
足輕重的關鍵角色，她運用社會性獎賞和個人獨特的領導模式去鼓勵員工創新、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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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員工的向心力，在談及如何帶領員工時，她說：

「年輕人動一動腦，比我們厲害多了吧？他只是，不知道他的位置在哪裡，我
就是那個 push 他，一直往前跑，呵呵呵。他一旦上路了，你只要鼓勵他，稍微
看一下他就好。就說，你做的很好呀!你很有想法！」(F1，女，創辦人，50-59)
對於這些出身於偏鄉或是弱勢家庭的員工來說，
「鼓勵」的作用是相當驚人的，
特別當鼓勵是來自有聲望、有權威的成人。故管理者不應吝惜讚美，即使無實質性
的物質獎勵，擅用語言文字做鼓勵和表揚，便能提高員工工作動機。事實上，這種
以口語上的讚美、肢體和表情上的鼓勵，又稱為社會性獎賞或社會性增強物，常用
於行為改變技術中，培養良好行為。
(二) 領導模式
關於創辦人領導模式與員工動機之間的關係，可大致區分為兩個部分。第一，
是她對偏鄉服務的熱忱，員工們在耳濡目染下，深受感動，喚起他們內心良善的一
面，不僅更認同組織的文化和理念，亦願意在餐廳忙碌的工作之餘，跟隨彭女士一
同偏遠學校與山區服務，包括說故事教學、義賣市集、分送免費的披薩並舉辦品格
教育活動等，如員工 E1 所述：

「她［彭女士］會讓我們所有的員工都會有一個向心力，然後讓我們開始認同
這個協會的文化，然後我們也願意去做。」(E1，女，服務員兼行政秘書，2029)
第二，她重視每一個員工，除集體開會外，彭女士會固定安排時間，和每一位
工作夥伴進行一對一的個別談話，引導其找到自己的潛能和價值所在，就像彭女士
曾說，這些員工是他每天紮紮實實陪伴的生命。研究者也發現，她和員工間，除雇
傭關係外，也有著一同奮鬥的夥伴和互相扶持的家人情感。甚至，多數員工不以「老
闆」，而是以「阿姨」來稱呼彭女士。

「我覺得阿姨［彭女士］給我們很正確的一個價值觀，再來是我覺得她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陪伴者，她幫助我們，給我們目標，甚至給我們遠見。」(E6，男，
文創部負責人，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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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女士花費相當多的心力於帶領啄木鳥的家 casa+團隊，研究者亦有幸參與和
觀摩三次內部團隊開會的互動過程，她會帶員工探究內心的渴望，引發他們對生命
的熱情。藉由多次參與觀察和訪談研究的經驗，研究者認為，彭女士的熱情、努力
和勇於接受挑戰的精神，不僅成為員工們效仿的榜樣，更藉由雙向溝通、鼓勵創新
等方式，給予員工發展空間，協助找到個人潛能和定位所在。
三、回饋家鄉
(一) 服務家鄉小孩
啄木鳥的家 casa+的員工，多為生長於花蓮縣光復鄉鄰近部落的青少年，因為
是自己家鄉和成長的地方，故員工和當地社區之間有一份特別的連結與情感。在
受訪時，半數員工提及，能在工作的同時，有機會回饋家鄉及服務在地的小孩，是
一件相當有意義的事情，也是持續服務的主要動機之一。

「我覺得可以服務我這裡的孩子，還有自己家鄉的小孩，所以我願意留下來。」
(E1，女，服務員兼行政秘書，20-29)
這個發現也呼應了 Wongphuka 等 (2017) 的研究，該研究在訪談 35 位活躍於
兒童和青少年組織的社會活動家後指出，其中一大參與動機是對自己土地或住所
表示感謝，並希望能有更美好和諧地的社會生活。並且，員工 E4 提及，因為地緣
關係，故在啄木鳥的家 casa+工作讓她產生安全感和歸屬感。此外，她也期許自己，
能將所學與成就回饋給當地部落的小孩。

「我覺得安全感吧，因為我以前就是這裡的小朋友，大概知道部落小朋友的
成長歷史都是怎麼樣的，那，我覺得我現在有一番的成就，我為什麼不可以再
回饋給他們。」(E4，女，店長兼麵包主廚，20-29)
(二) 成為部落榜樣
如同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的核心宗旨：
「當一個孩子被看見，他生命的改變，會
帶來深遠的影響力。」每位員工，就如同一顆種子，在彭女士的灌溉和餐廳現場工
作的洗禮下，逐漸萌芽茁壯。他們的改變和成長，大家的看在眼裡，也無形中產生
善的影響力。對員工而言，能夠成為一個有影響力、幫助自己社區的人，是一件相
70

當重要的事情，如員工 E2 在受訪中表示，期許自己能成為部落的榜樣。

「雖然要做的事情很多，薪水也沒有比外面好，但是這裡學到的和看到的絕對
不只能幫助自己，還能讓部落的年輕人看到榜樣，所以我就留下來囉。」(E2，
男，早餐領班兼啄樂負責人，20-29)
因為是土生土長的在地人，所以更能體會和了解偏鄉的問題所在，以及部落小
孩在成長時會遇到的困難與挫折，故更能設身處地地提供服務，並冀望從自己的努
力開始，推動家鄉邁向更好的未來。
四、自我學習與成長
(一) 軟實力
藉由在啄木鳥的家 casa+工作中的所獲得的自我學習與成長，也是員工的主要
工作動機之一，可分為軟實力的習得，包括怎麼進行時間管理、設定目標，以及活
動策畫的能力，如規劃啄樂和森林早餐等餐廳的藝文活動。受訪者 E2 即表示，在
啄木鳥的家 casa+工作，讓他開始學習如何去運用個人才華，將天賦和所學得以展
現於工作中，並開始重視和思考自己的人生規劃。

「我覺得這邊是他會教你去看待你人生的規劃，然後去讓你在目前這份工作好
好善用你的才華才能，去做最大化這樣子，對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E2，男，
早餐領班兼啄樂負責人，20-29)
(二) 正向壓力
自我學習和成長的過程並非是一帆風順的，事實上，員工 E6 便表示啄木鳥的
家 casa+的壓力和責任相對一般工作大許多，然而這是一種「正向壓力」
，成為促使
他們成長的動力來源。

「啄木鳥的壓力，其實真的比外面大很多。可是你時間一久，我覺得，你成長
的速度是倍增的，是很大的。」(E6，男，文創部負責人，30-39)
可見雖然在啄木鳥的家 casa+工作須承受極大的壓力，但是他們將其內化為成
長的養分，並在一次次的考驗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經驗值，同時也因著看見自己
的成長和改變，加深員工留在啄木鳥的家 caca+服務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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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就感
(一) 找到自我價值
在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中，金字塔最頂層的需求為自我實現，可見成就感一直是
許多人追求的目標之一。赫茨伯格 (Herzberg) 的雙因素理論中，亦認為成就感、挑
戰性的工作、增加的工作責任，以及成長和發展的機會等為激勵因素，指的是能帶
來積極態度、滿意和激勵作用的因素。而本研究發現也符應這兩個理論，在啄木鳥
的家 casa+工作，提供了一個機會和平台，讓員工得以找到個人定位並發揮所長，
像是員工 E2 便提及，他透過這個平台發現自己的價值。

「我覺得，很感謝這個平台，然後讓我去發展，就是在我自己本身工作外，可
以看到自己另外的價值這樣子。」(E2，男，早餐領班兼啄樂負責人，20-29)
(二) 發揮個人才華
同先前針對臺灣飯店員工的研究發現，成就感是正向影響員工工作動機的主要
因素，如 Chiang 與 Jang (2008) 用修正期望理論去探討飯店員工的工作動機，發現
當員工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成就感時，他們更有動力去工作。受訪者 E7 提及，因為
努力被肯定，得到成就感後，就會加倍努力，形成一個正向循環。顯然，如何讓員
工能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是提升工作動機上相當重要的因素。而員工 E5 則認為
啄木鳥的家 casa+給員工較大的彈性空間去發揮，不像大型連鎖餐廳的公司規矩較
多，讓他能不受侷限，大膽嘗試各種新的菜色或推出不同的方案計畫。

「我是覺得在這邊付出很多，努力有那個工作價值，就是有成就感。因為我沒
有其他工作經驗，所以我在這邊就是很努力，就會有一種成就感，所以我東西
就弄得很好，對阿。」(E7，兼職員工，女，20-29)
「在這邊給年輕人空間比較大一點，如果你今天跟很大的餐飲集團，那可能就
做什麼事情就做什麼事情，所以發揮空間有差拉！」(E5，主廚，男，20-29)
根據研究訪談和資料彙整後，社會企業餐廳的工作動機可歸類成五大項，分別為經
濟需求、管理者領導風格、回饋家鄉、自我學習與成長和成就感。其中，被員工提及最
多次、影響最大的工作動機為第五點的「自我學習與成長」
。整體來說，本研究與過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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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企業、餐飲業文獻相符，社會企業餐廳之工作動機仍以內在動機為主，工作發展性和
專業成長最為員工所重視；不同之處，本研究受訪者較無提及薪資福利或拓展人脈之意
圖。此外，工作動機第二至第四點之發現，亦正向影響第五點，不論是透過管理者的引
導、回饋家鄉或自我成長，皆提高個人成就感，進而提升工作動機。由此可見，若欲激
勵社會企業餐廳員工，因了解員工的背景和目標，提供其足夠的發揮空間和職能訓練，
並清楚告知公司考核、升遷制度和未來發展藍圖。透過不同階段和方式的檢核，讓員工
知道，肯努力就有機會，並看見自己在工作中的成長，產生成就感與榮譽感，進而更有
動力投入於職場，形成正向的循環。

第四節

社會企業餐廳的消費動機

本研究透過便利抽樣，共訪談 25 位消費者，並藉主題分析、開放式編碼以及轉軸
編碼，將社會企業餐廳的消費動機分為六大類，分別為品嘗美食、口碑推薦、觀光旅遊、
支持店家理念、社交和體驗主題活動，如圖 9 所示，並說明為下：

圖 9. 社會企業餐廳的消費動機。

一、 品嘗美食
民以食為天，用餐目的或許不盡相同，然而消費者到餐廳勢必有共同基本行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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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物和飲料。故品嘗美食，往往是餐飲消費者最主要消費意圖，而進一步探究後發現，
本研究受訪消費者，在此一消費動機類別下，可再細分為特色餐點及質高味美。
(一) 特色餐點
因此，餐點的品質和口味勢必會影響著顧客的餐廳選擇和消費動機。研究者在
多次參與觀察、親自品嘗和訪談研究後發現，啄木鳥的家 casa+的菜餚富有創意和
特色，不僅食材選用鄰近小農的優質蔬果，依照時令更改菜單，且融合西方和原住
民風味，更注重口感、擺盤的呈現，講究色香味俱全，甚至多年來堅持手工製作麵
條、披薩皮和麵包。果然，店家這些種種的用心和巧思，都透過食物傳遞給消費者，
幾乎所有受訪顧客都表示「好吃、有特色」是前往消費或願意再次消費的主因之一。

「會呀，會想再來用餐呀，因為覺得很好吃呀!就感覺不會輸外面的，就層次不
會輸呀!」(C10，男，軍公教，20-29)
「因為我們常常網路看，說想要吃那個原民餐廳，那我覺得這個地方，他的特
色是因為他的菜，有原住民風味，這個是很好的。」(C3，男，醫生，65 以上)
對於消費者而言，啄木鳥的家 casa+所提供的原住民風味菜餚，以及隨季節更
換菜單之性質，極富吸引力，而這項發現也呼應了過往文獻，證實「品嘗特色」與
「感受新奇」是飲食消費的主要動機之一 (湯幸芬等，2007)。
座落於於花蓮縣光復鄉的啄木鳥的家 casa+餐廳，因鄰近諸多原住民部落加上
其員工多為在地原住民青年，使得部落食材取得相對方便，而員工亦能將原住民家
常菜融入餐點設計。而受訪者 C3 和 C12 等人皆直接點出有「原住民」色彩的菜餚，
是他們的用餐主因；另一方面，啄木鳥的家 casa+講求在地、新鮮，且因餐廳食材
多與在地小農合作，無法像大盤商般一年四季有穩定的供貨源，故廚師會依照時令
修改菜單，不斷推陳出新，受訪者 C21 便表示，因為其餐點頗具特色和變化性，會
為了想嘗試新奇的口味而再度拜訪。

「這裡的餐點還滿用心，又有原住民特色，所以我就很常來。」(C12，女，餐
旅業，40-49)
「我會想特別去吃，因為我看我朋友都會 po 它食物的照片，我覺得好像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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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就如果他有一些新菜色我會想去吃，就吃吃看不一樣的。」(C21，女，
軍公教，20-29)
(二) 質高味美
雖然啄木鳥的家 casa+的價位偏高，然味蕾是誠實的，許多消費者認為，因為
用料實在、品質良好且穩定，使得他們樂意支付較高的金額以品嘗美食。像是受訪
者 C17 提及，南瓜濃湯能明顯吃得到南瓜的味道，感覺是使用真材實料，不像坊間
餐廳多用粉末等化學產品替代；而受訪者 C16 則表示，乍看菜單時會認為定價偏高，
但實際用餐體驗過後，便覺得物有所值。

「覺得還滿好吃的，而且還滿實在的。像剛剛喝那個濃湯，就覺得南瓜的味道
還滿重的，不會像外面，就覺得有用那些粉還是甚麼之類的。」(C17，女，科
技業，30-39)
「這是比較級，沒有絕對。如果以單純來看，他［啄木鳥的家 casa+餐點價格」
是偏高的拉，但是，一堆人在這個地方，幫你做出這樣的食材，這麼用心，我
會得這個價錢是實在的。然後又結合這些東西，光看價格，不知道的人會覺得
哇好貴，但是吃過你會覺得很值得。」(C16，男，科技業，40-49)
二、 口碑推薦
本研究在詢問消費者是如何得知啄木鳥的家 casa+和產生前往消費的動機時，發現
大部分消費者都是受親朋好友的介紹及推薦，或是被網路評價、google 評論和美食部落
格的文章所吸引。換句話說，餐廳口碑的好壞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於一間新餐廳，
消費者普遍習慣參考他人心得後做選擇，以下將其歸類為朋友推薦和網路評價兩者做說
明：
(一) 朋友推薦
事實上，研究者在訪談員工和進行參與觀察研究得知，啄木鳥並沒有花錢買廣
告、作行銷，也沒有請部落客、網路紅人寫體驗文或協助宣傳，他們選擇將資金挹
注在社會目標和餐點本身，而透過顧客兼得口耳相傳，為其招來不少客源，員工 E4
便提及照顧好每一位客人是相當重要的事情。在消費者訪談的部分，受訪者 C18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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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是因受在地友人推薦而至啄木鳥用餐；

「現在都是口耳相傳，或是他們的朋友有來吃過，所以要顧好每一個客人，他
們都是我們的金錢來源。對，真的，因為他們都喜歡這裡的話，就會介紹朋友
來。」(E4，店長兼麵包主廚，女，20-29)
「朋友介紹的，對朋友住在花蓮市區。他們說，如果要來光復車站的附近的話，
他覺得很有名的，就是光復糖廠冰淇淋跟這間店［啄木鳥的家 casa+］這樣子。」
(C10，男，軍公教，20-29)
(二) 網路評價
在網路評價部分，截至 2019 年 8 月，啄木鳥的家 casa+的 google 評論分數為
4.3，有 493 則留言；在臉書的粉絲專頁上評分則為 4.9 分，有 180 則留言。受訪者
C19 表示自己因參與活動而至餐廳鄰近的景點遊玩，上網查詢用餐地點時，因啄木
鳥的家 casa+的評價與評論皆不錯，故特別關注到該餐廳，並產生後續飲食消費行
為。

「我們要參加大農大富他的那個螢火蟲的活動，所以晚上的活動就上網查看看，
看這邊哪邊有晚餐的地點，就看到這個啄木鳥之家，好像大家評價［google 評
論內容］還不錯，所以就來試試看。」(C19，男，科技業，40-49)
此外，除了顧客被動受網路評價和他人推薦而前往用餐之外，亦有部份顧客表
示，他們很樂意主動行使口碑推薦，甚至曾多次實際陪同家人、朋友或同事前往啄
木鳥的家 casa+用餐。研究者認為，透過朋友間互相宣傳的受眾或許少於一般廣告
行銷，然這種方式更能有效地將資訊傳遞給潛在客群，因為朋友通常會具有類似喜
好、價值觀和消費水平，像是受訪者 C14 曾介紹並陪同朋友拜訪啄木鳥的家 casa+，
果真受到朋友們的喜愛，甚至用餐後又將餐廳推薦給其他朋友。

「我回去就推薦朋友來吃，大概 18 個吧!有一次我就帶 18 個香港朋友來，它
們吃都很喜歡，我朋友吃了又再推薦他們朋友來。也有人後來專程開車來吃。」
(C14，男，退休人士，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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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順道造訪
(一) 位處知名旅遊景點
因啄木鳥的家 casa+位於花蓮知名旅遊景點－花蓮觀光糖廠的園區內，其成立
於日治時期，糖廠所販售的各式口味冰品，如綿密的冰淇淋、沁涼的冰棒，常是鄰
近居民和遊客消暑的好選擇。且鄰近大農大富森林遊樂區，兩個園區皆不定時推出
展覽、DIY 手作課程和體驗活動，舉凡舞蹈表演、戶外音樂會、裝置藝術展、賞螢
活動等，吸引許多遊客前往。故對於啄木鳥的家 casa+之顧客而言，常因觀光旅遊
前往餐廳附近，因地利之便而至餐廳用餐消費，並可細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是為到
糖廠品嘗冰品，光復糖廠冰品是馳名中外的，故消費者常因旅途經過，便順道用餐
和吃冰；第二是因住宿在餐廳隔壁的光復糖廠旅館，為求方便，就近於住宿處旁的
啄木鳥的家 casa+用餐；第三則是居住在鄰近鄉鎮的居民，因休假想轉換環境，故
至光復小旅行。而啄木鳥的家 casa+空間寬敞的特色，使該餐廳成為放鬆休閒的好
選擇。有趣的是，受訪者 C1 和 C18 都提到，可以將吃冰淇淋和品嘗啄木鳥的家
casa+的菜餚互相搭配，組成套裝行程。

「我想就會變成順便來吃，就是我來糖廠吃冰就會來吃這個這樣子，就是一個
結合。」(C1，男，學生，20-29)
「來這邊［光復糖廠］旅遊應該會想來吃啄木鳥，還有糖廠的冰淇淋，兩個都
很好吃。」(C18，女，生技業，20-29)
(二) 鄰近特色旅館
除因糖廠旅遊、吃冰之外，在第二點有提到，部分受訪者是因為旅遊住宿地點
才關注到該餐廳啄木鳥的家 casa+，一來是因為地利之便，即啄木鳥的家 casa+鄰近
糖廠旅館，其為富有歷史年代的日式建築，常吸引遊客入住；二來是因為糖廠旅館
和啄木鳥的家 casa+具有合作關係，住宿房客的早餐是於啄木鳥的家 casa+用餐。以
上兩點使得在糖廠旅館住宿的遊客有機會得知啄木鳥的家 casa+，部分消費者會因
滿意其所提供的早餐，或出自好奇和嘗鮮心理而於午晚餐時段再次拜訪，如受訪者
C19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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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參加大農大富的螢火蟲的活動，所以就看看哪邊有晚餐的地點。因為
後天我們也會來住這邊的糖廠，對，所以想說也先看看，這個啄木鳥之家，好
像大家評價還不錯，所以就來試試看。」(C19，男，科技業，40-49)
此外，天候因素也可能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受訪者 C17 表示，因為住在糖廠
旅館，遇到暴雨，故選擇就近的啄木鳥的家 casa+用餐。

「因為離住的地方很近，就住前面那邊。就想說下雨天就不要出去這樣子，就
想說在附近走一走，就發現這間餐廳，過來用餐了。」(C17，女，科技業，3039)
四、 支持店家理念
(一) 認同創業家理念
訪談樣本中有七位到訪啄木鳥的家 casa+十次以上的常客，對於這些常客來說，
除了餐點美味和觀光旅遊等消費動機之外，最吸引他們拜訪以及最影響再訪意願的
因素，是餐廳背後所蘊含的核心價值和理念。
再者，因創辦人彭女士在開設餐廳前，已經以非營利組織的方式在花蓮中區服
務長達十年之久，故和鄰近社區皆保持著友好關係，自然而然吸引認同其理念的朋
友前來餐廳支持。可見領導人的魅力不僅影響員工的工作動機，也和消費者的消費
動機相關聯，如受訪者 C11 提及初訪動機是為支持創辦人；而受訪者 C13 表示不斷
再訪的消費動機，是受創辦人對偏鄉孩子的努力和熱忱所打動。

「因為我們在大豐社區，她［創辦人彭女士］也在大豐社區有很多幫助兒童、
弱勢的活動，後來就認識了。那知道她［創辦人彭女士］開餐廳，就來支持一
下。」(C11，男，餐旅業，50-59)
「因為覺得他［創辦人彭女士］做的事情很有意義，所以就很常來吃。就是幫
助很多部落兒童跟孩子，像那個誰…那個乙女，他其實就有點輕度的障礙，你
看如果他們不用他，誰會用他。」(C13，女，退休人士，60-65)
受訪者 C13 所提的「乙女」
，是一位輕度障礙的 23 歲女孩，約兩三年前加入啄
木鳥的團隊，彭女士透過每週二職涯訓練課程和安排工作見習機會，培養她溝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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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以及簡易的工作能力，期望能逐步返回主流社會，並邁向經濟自主和自我照顧，
減輕家中照顧者之負擔。值得一提的是，彭女士平常並不會對外宣傳關於他們針對
這些弱勢族群所作的努力，消費者通常是因與協會或餐廳有長期接觸而得知，並深
受感動，以實際消費行動表示支持，故在支持店家理念中，另一個子項目的動機即
為鼓勵和支持員工。
(二) 鼓勵和支持員工
同前述研究背景所提及，隨近年消費型態轉變，消費者不再單單關注個人消費
後所得到商品的價值，而是關心整個交易中所牽涉到的人事物，甚至是否能為改善
社會盡一份心力，如推廣環保永續概念、行使公平貿易等。因此，對顧客而言，啄
木鳥的家 casa+所具有的社會目標是一大亮點，讓他們能藉由飲食消費去接觸與幫
助需要的人。受訪者 C15 表示，同樣是消費，她希望把錢花在有意義的地方，如支
持啄木鳥的家 casa+的員工，這群由主要偏鄉原住民和弱勢青年所組成的團隊。

「我們也希望，其實我們一樣要花錢，那這樣的錢，如果，我們的一百塊錢，
對我們來說，不怎麼樣，但是，對這群孩子來說，有人賞識他們，有人『願意』
給他們機會，我們何樂而不為?」(C15，女，軍公教，50-59)
五、 社交
(一) 招待朋友
從廣義的角度來看，用餐也算是一種社交活動的拓展，透過美食當媒介，可以
輕鬆自在地與同桌友人進行互動，維繫並增進與家人、朋友或同事間的感情。根據
實際訪談的資料，在社交部分的消費動機多為招待長輩、師長和朋友，如受訪者 C8
表示，是為接待外地朋友而登門消費。事實上，受訪者 C24 於訪談中提及，因該餐
廳食物色香味俱全且環境舒適，不僅適合聚餐，請客也顯得比較體面。

「就是我大哥的朋友從外地來。然後就接待他們到餐廳吃飯。特殊的日子就會
想過去，享受一下。」(C8，男，住宿及餐飲業，20-29)
「我覺得那個空間是可以給人放鬆的。如果我是花蓮光復人，我請朋友吃飯，
一定會帶他去那邊吃，太有面子了！就是又好看又好吃，而且座位很寬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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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覺得很適合聚會。」(C24，女，軍公教，20-29)
(二) 團體聚會
啄木鳥的家 casa+是光復少數西式餐廳，店內氣氛舒適悠閒，提供聚會或慶祝
特殊節日的空間，諸如洽談公事、學校機關聚餐、朋友聚會亦或慶生會等。研究者
在進行參與觀察過程中亦察覺，相較於一般餐廳一桌多是兩三位客人，啄木鳥的家
casa+的消費者半數左右皆為 5 人以上的團體。受訪者 C12 提出，光復地區需要像
啄木鳥的家 casa＋型態的餐廳，提供寬敞舒適的空間和精緻餐點，以滿足當地聚餐
的需求性。

「其實這邊［光復］還是滿多政府官員、學校老師或行政人員要聚餐!他們的預
算就比較高一點。對對，那就是還是有需要這樣子的一個場所，提供像這樣，
餐點好一點的，環境舒適一點的。」(C12，女，餐旅業，40-49)
雖然，大多員工皆於訪談中提及，他們主要消費族群以外地觀光客居多，而在地人
並非啄木鳥的家 casa+的主要客群，因當地居民普遍用餐習慣，是以中餐、麵食和小吃
為主。故多在家自行開伙，或是於便當店、路邊攤簡單用個便餐為主，而較少至西式餐
廳用餐。然從上述三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中可以發現，當有請客、聚會或是慶祝需求時，
考量餐點品質和環境，啄木鳥的家 casa+往往是他們的最佳首選。
六、 活動體驗
(一) 主題活動
在前述個案介紹時曾提及，啄木鳥的家 casa+除餐飲服務之外，亦提供相當多
元的藝文服務，舉凡森林早餐、啄樂和部落微旅行等，並針對不同節日設計特殊的
活動。故少數受訪者表示，他們的來訪動機是為了體驗餐廳的主題活動，如受訪者
C21 則因練習比賽的需求，而參與啄木鳥的家 casa+啄樂活動的演出，並於會後留
下來用餐；受訪者 C13 曾多次拜訪啄木鳥的家 casa+，其中一次即為參加森林早餐
活動而特別前往。

「去音樂表演兩次，其實是意外，本來我只是要去比賽，然後我需要一個場地，
可以讓我先試彈′練習一下，再去比賽會比較完整，後來有認識的朋友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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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就過去這個樣子，我就是那時候表演完留下來吃的。」(C21，女，學生，
20-29)

「有一次是去參加森林早餐，旁邊都沒有人，就只有我們，挑了一個地方，擺
得很漂亮，還有他們唱歌，放音樂，很好呀。那個照片是我們朋友，他也有來，
都很開心。」(C13，女，退休人士，60-65)
在多次參與觀察及訪談中，研究中發現，啄木鳥的家 casa+對於相關主題活動
的宣傳和行銷稍顯薄弱，僅在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上公告訊息，亦無購買任何廣
告或使用其他通路推廣，故在消費動機的部分，僅四位的受訪者有提及主題活動。
(二) 優惠活動
除上述主題活動外，價格促銷也會吸引消費者前往，如受訪者 C1 即提到自己
再訪動機，是因單身節所推出的套餐優惠活動。顯然，讓消費者感到性價比高、超
值，是在商場上不變的黃金法則。

「第三次去是因為有優惠，就剛好那天是光棍節，優惠內容我忘記是甚麼，然
後只要加 111［元」還是甚麼就有好多好多甚麼，我已經忘記了，反正就是很
划算，然後最後算起來會覺得很超值。」(C1，男，學生，20-29)
根據研究訪談和資料彙整，社會企業餐廳的消費動機可歸類成六大項，分別為品嘗
美食、口碑推薦、觀光旅遊、支持店家理念、社交和體驗主題活動。整體發現均雷同過
往消費動機文獻，呈現消費的多元性。其中，與近年餐飲文獻相符，皆以「品嘗美食」
為最核心消費訴求，是本次研究最多受訪者提及的子項目；
「支持店家理念」則是社會企
業餐廳相較一般餐廳所突出的亮點，啄木鳥的家 casa+因雇用弱勢者作員工，讓消費者
直接與受益人接觸，加深訊息變量刺激，喚起個人利他精神，進而引發消費意圖。值得
一提的是，消費動機常非僅有單一意圖，而是同時並存數項，如本研究多位受訪者 (C7、
C9、C14、C16、C18 和 C19 等) 即為因觀光旅遊、受友人或網路評價推薦而選擇至啄木
鳥的家 casa+品嘗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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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社會企業餐廳的合作動機

根據本研究整理訪談和參與觀察所蒐集的資料後，社會企業餐廳的合作動機可歸類
成三大項，分別為：利用平台銷售和推廣、嘗試不同職涯、地緣之便，茲呈現於圖 10，
並說明為下：

圖 10. 社會企業餐廳的合作動機。

一、利用平台銷售和推廣
(一) 穩定、可信任的通路
對於文創品供應者和在地小農而言，啄木鳥的家 casa+提供他們一個穩定展售
商品的通路，在餐廳入口處，即有安排一大區塊擺設在地農特產品和文藝品。餐廳
不僅單純販售產品，也會將其運用於菜餚和裝潢中，增加曝光和與客人接觸的機會。
員工 E2 便提及，倘若消費者詢問，餐廳服務生便會協助介紹和推銷。而研究者透
過餐與觀察也發現，在自助早餐的菜餚旁，會擺設圖卡，用以說明食材產地和來源，
如圖 11 所示。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啄木鳥的家 casa+位處觀光景點，故來訪的消費
者和遊客常有購買紀念品的需求，使得商品銷售狀況良好。

「因為我們很多用的東西我們自己也有在賣，小農的產品呀!甘蔗膏呀、紫米呀，
客人覺得很特別，我們也會去賣，就是在旁邊，直接推了這樣子。」(E2，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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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領班兼啄樂負責人，20-29)

圖 11. 餐廳食材來源介紹之圖卡。

(二) 互助合作的夥伴關係
合作夥伴會選擇啄木鳥的家 casa+的平台，有兩個原因：一是因啄木鳥協會在
地耕耘十多年，塑造「啄木鳥」的品牌形象為正面、可信任的；二來是因不論是啄
木鳥的家 casa+的創辦人或工作同仁，皆秉持互利互助的良好心態，並尊重每個合
作夥伴，希望能營造一起成長的和諧環境。如文創品供應者 (受訪者 P3) 表示，她
會喜歡在啄木鳥的家 casa+販售產品，是因為店家很尊重和支持她，彼此私下常互
相談論創作的想法和故事，而員工也會協助向客人介紹設計理念。

「我們所獲得的，是它們對社會的理念，就是說，我們付出越多，其實社會的
層面話，我們產品的價值就不在於只有在金錢上，可以拿到利潤多少，而是說，
如果有和諧，然後互助、互相依靠的話，那是一個，更理想的階段。」(P1，男，
有機米供應商兼社區導覽義工，50-59)
「其實他們還滿［常」彼此聯絡、尊重，就都還滿注重的。像作品方面，他們
也會去了解說，這個作品在作甚麼，不單單只是客人喜歡我們的作品，還有他
們在介紹作品的過程，我覺得這對創作者來說滿支持的，所以還滿開心的。」
(P3，女，文創品供應者兼旅館櫃檯服務人員，30-39)
從上述受訪者的言論可得知，他們最重視及實際引發合作意圖的因素，並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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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收益的提升，而是在情感和心態上的無形收穫。也就是說，不論是小農產品或是
在地文創品，它們創造的價值不僅止於金錢收益，對合作夥伴而言，代表的是一種
對於社會理念、藝術創作的認同與支持。透過於啄木鳥的家 casa+平台展售，讓產
品的特色和背後的故事得以彰顯。
二、嘗試不同職涯
(一) 生活體驗
本研究訪談的三位合作夥伴，皆各自有其他正職的工作，故與啄木鳥的家 casa+
合作的收益，非主要收入來源。三位皆是利用閒暇時間參與啄木鳥的活動與產品的
製作。換句話說，透過啄木鳥的平台，讓他們可以嘗試不同的職業選擇和生活型態，
不論是以志工的方式到事業體中的餐廳、二手商店和服飾店觀摩學習，或是提供在
地文創者和小農販售商品的空間等，皆提供合作夥伴能發展和探索第二可能的機會，
如從香港來的國際志工 (受訪者 P2) 便表示，當初是為轉換工作環境和心態，故選
擇來臺灣，享受生活之餘，也體驗餐廳的工作形式。P2 在擔任志工服務期間，透過
多方嘗試，更了解自己的興趣所在；事實上，員工 E6 提及，啄木鳥的家 casa+的合
作夥伴，多為小型的個體戶，而藉產品和微旅行合作，鼓勵居民能運用家鄉特色，
創造多元收入。

「我那時想做些跟自己職業不太一樣的事，所以就覺得來臺灣也是不錯的選擇，
我就抱著去餐廳做做看，想過來這享受生活。」(P2，女，國際交流志工，2029)

「基本上我們的農產品和微旅行都是幫助一些更小的、甚至更遠的，那我們就
是幫助比較偏遠，那其實基本上我們會把旅客帶過去的，就是比較在地的一些，
恩…他們可能沒有錢去做一些包裝，可是他們在地在做，我們就會把他拉過去
阿，在那邊消費或甚至…用餐這樣子。」(E6，男，文創部負責人，30-39)
(二) 第二事業
生活體驗之餘，合作所產生的收入，也開創合作夥伴發展第二事業。文創手作
者表示，原本文藝品創作僅為個人興趣，透過餐廳員工和同事的牽線引薦，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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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餐廳試賣，沒想到大獲好評，不僅提升個人自信心，也影響自身部落對創作的觀
感。研究者認為，正因啄木鳥的家 casa+提供合作夥伴嘗試不同職涯的機會，同時
透過合作產生正向的回饋與影響，使其合作夥伴願意更積極投入，進而鞏固合作關
係，如受訪者 P3 在談論合作動機時所言：

「還有其他更大的影響力吧，就是對部落，尤其是在創作這塊，我在這邊去販
售，其實建立更大了自己的自信心，然後還影響到我身邊的人，他們也開始有
在創作這樣子。」(P3，女，文創品供應者兼旅館櫃檯服務人員，30-39)
三、地緣關係
因啄木鳥的家 casa+長期與鄰近店家、社區間保持相當良好關係，像是員工 E3 在受
訪時則有提及，他們希望能活絡周邊商家，帶動整體發展。

「我覺得不要獨厚我們自己，也讓我們周邊的小農和商家，他們有賺頭。是不是刺
激一些，讓整體一起，我們活絡起來。」(E3，男，披薩餐車負責人，50-59)
此次受訪的文創供應商和小農，便分別是藉社區活動以及糖廠業務往來認識，故地
緣關係的合作動機又可分為以下兩個子項目：
(一) 社區義工活動
此次研究受訪的小農，同時為光復大富社區的社區居民，與創辦人和部分餐廳
員工皆擔任社區導覽義工的角色。在長期互動和接觸下，雙方培養良好的默契和情
感，故啄木鳥的家 casa+深受合作夥伴的信任，甚至合作夥伴也常消費餐食、協助
餐廳推廣和口碑行銷等以示支持。

「他也常常走出來，幫我們社區的一些特色發展和活動，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啦！那我們也願意去消費他們的產品，除了我們自己消費外，如果活動要帶入
他們的時候，我們也很樂於牽線。他們幫我們推廣，我們也幫他們推廣這樣」
(P1，男，有機米供應商兼社區導覽義工，50-59)
如上述受訪者 P1 所言，啄木鳥的家 casa+樂於幫助社區發展，並長期與社區互
助合作，促進與合作夥伴之間的友好關係，打造多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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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糖廠業務接觸
合作夥伴 P3 (文創手作者) 同時在糖廠旅館工作，擔任櫃檯服務人員的角色，
因旅館早餐業務是委託啄木鳥的家 casa+，故時常需要互相溝通協調。再者，P3 表
示，因地緣之便，使得他可以經常出入啄木鳥的家 casa+，調整商品陳列方式與補
貨，甚至還會研究不同的陳列方式對於消費者的影響。

「我隨時來這邊補貨。因為我來這邊還滿方便的，就會隨時來這邊作個調整，
其實有時候作一些調整，吸引和遇到的人會不同。」(P3，女，文創品供應者兼
旅館櫃檯服務人員，30-39)
此外，P3 提及自己常喬裝成客人，於餐廳商品陳列區觀察客人、客人和員工間
的互動，特別是在聽到員工向客人介紹自己作品時，心中愉悅與感動之情油然而生。
根據研究訪談和資料彙整後，社會企業餐廳的合作動機可歸類成三大項，分別為平
台銷售與推廣、嘗試不同職涯和地緣關係。本研究所發現動機與社會企業常見之合作社
型態雷同，皆強調互助協作與地方共榮；相較一般餐飲業，因合作所產生的收益，非合
作夥伴的主要職業與收入來源，故較不強調在金錢收益上的獲得。除此之外，合作動機
第一點和第三點息息相關，因地緣關係，使合作夥伴有機會與啄木鳥的家 casa+接觸，
並願意信任該平台的通路，進而發展成互助合作的夥伴關係。

第六節

社會企業餐廳的社會價值創造

根據本研究整理訪談資料後，社會企業餐廳的消費動機主要可分為四大類，分別為
陪伴偏鄉兒童、翻轉偏鄉青年生命、增進社區整體福祉和提升顧客幸福感，如圖 12 所
示，其說明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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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社會企業餐廳之社會價值創造。

一、陪伴偏鄉兒童
(一) 職業輔導
啄木鳥的家 casa+是隸屬於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協會宗旨便是希望能陪伴偏
鄉兒童成長，而透過餐廳的成立，不僅創造在地工作機會，也提供孩子一個職涯試
探、技能訓練的平台。創辦人會主動和學校機關接洽，每周固定帶領約 8 到 10 位
的弱勢兒童，包含身心障礙者、飛行少年和低收入戶學生等，進行職業試探和品格
教育，讓他們能有機會接觸和體驗餐飲工作，並培養正確的職場工作態度。此外，
他們也有披薩餐車的服務，提供披薩 DIY 的親職教育、贈送免費披薩給偏遠學校，
並藉由自身案例分享，擴大影響力。曾擔任啄木鳥的國際志工的香港常客 C14 和員
工 E1，皆不約而同提起該影響力的重要性，如同為孩子開啟更多元的人生道路。員
工 E1 為當地太魯閣族的原住民女孩，自青少年時期便為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的志
工，在服務過程中，她意識到陪伴偏鄉兒童的社會價值所在，並誠如前述工作動機
章節提及，為回饋家鄉的孩子等目的，故 E1 正式投入啄木鳥的家 casa+服務。

「因為他們是把年輕人拉進來做，不是只有這樣，他們把這個錢利潤一部分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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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去做一些披薩送到學校去，請學生吃披薩。他可能從來沒有到過這麼好的餐
廳，他覺得是很遙遠的事情。他讓學生知道，以後可以進來，還有不同的道路
這樣子。對對對，所以我覺得很重要。」(C14，男，退休人士，60-65)
「阿姨可以給我們看到生命中很重要的潛能，我也覺得我們的孩子生命有很多
發展性，這邊小朋友未來的方向，大都走職業軍人、護士、老師、公務員……，
因為他們沒看過很多不一樣的職業，所以才想往這方向發展。如果可以讓他們
看到不一樣的話，其實他們走向可以更卓越。」(E1，女，服務員兼行政秘書，
20-29)
(二) 提供訓練、引導成長
此外，啄木鳥的家 casa+更融合時間銀行的概念，邀請兒童加入小小志工的行
列，讓孩子有效運用課餘時間，並藉有薪報酬的機制，教導孩子正確的金錢管理概
念。受訪者 P3，除了是合作夥伴之外，也是當地阿美族部落的母親，在訪談過程中
曾提及關於部落兒童照顧的這一塊。因牽扯到家長及安全問題，鮮少有人願意去觸
碰，然多數部落兒童的生活是沒有方向和目標的，故針對兒童課後的輔導和陪伴是
有其需求性，而小小志工恰好填補該缺口，提供一個讓孩子能在服務中學習和成長
的契機。

「他們針對小學生有些幫助，因為其實部落小孩真的也不知道他們在幹嘛，對，
也真的，你要讓他們做甚麼，也沒事做，所以他們有在做小小志工這一個部分。」
(P3，女，文創品供應者兼旅館櫃檯服務人員，30-39)
研究者在透過多次訪談和參與觀察發現，啄木鳥的家 casa+在營運之餘，仍花
費許多心思投注在其陪伴偏鄉兒童的社會目標，甚至帶領員工到學校辦理說故事社
團、至部落探視未婚年輕媽媽或積極辦理國際交流活動等，讓這些孩子們知道，自
己是被重視的、是有無限潛能跟希望的，進一步翻轉他們固有思維、擴大視野和想
像空間。改變是緩慢而漸進的歷程，故需要透過長時間耐心的耕耘，且陪伴所帶來
的價值可能無法立即彰顯，也難以用量化統計呈現。但是，就如同協會的格言：
「啄
木鳥就是在老地點、老方法持續的陪伴孩子成長」
。創辦人更提及，未來若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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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創立女子學校，改變部落小媽媽的觀念，從被動在家中抱怨命運不公，轉向
主動為自己爭取機會；常客 C15 則點出，他認為啄木鳥的家 casa+最大的社會價值
是肯定人的價值；消費者 C24 更指出「社會防護網」的概念，他認為，透過這些陪
伴，能提供曾經走錯路的少年一個去處，減少許多隱性的犯罪。
(三) 改變孩子生命

「我們想要未來有機會成立一個部落裡面的女子學校，然後可能從國中開始，
到已經結了婚的部落小媽媽們。我們希望他們手中有技能，觀念可以被改變，
然後可以慢慢走出陰霾。」(F1，女，創辦人，50-59)
「社會價值，我覺得他肯定人，他是有用的!而且可以大大有用。我覺得很重要，
對。」(C15，女，軍公教，50-59)
「我會覺得有點像社會防護網，讓青少年找到自己的發光的地方。同樣的，也
減少曾經犯過錯的孩子，他再去犯錯的可能。因為他在這裡有人肯定他，願意
給他機會，而不是只跟他說不要再這樣。這社會防護網不可能立竿見影，但我
相信正在發生。」(C24，女，軍公教，20-29)
二、翻轉偏鄉青年生命
在本節中，第一點的陪伴偏鄉兒童較為廣義，涉及整個光復、甚至花蓮中南區的孩
子；然第二點的翻轉偏鄉青生命，則聚焦在啄木鳥的家 casa+的年輕員工，並可進一步
細分為四個部分：找到自我價值與定位、專業成長與提升、重視自身文化、形塑良好品
格，分別說明如下。
(一) 找到自我價值與定位
前述討論創業動機時有提及，創辦人彭女士因發現孩子對於餐飲的熱誠，故在
因緣際會下成立啄木鳥的家 casa+，該社會企業餐廳最主要宗旨是為立偏鄉青年事
業團隊。不問背景和經驗，任何人只要有心肯學，都歡迎加入啄木鳥的團隊一起成
長。創辦人彭女士將多年來從事非營利組織、陪伴偏鄉兒童的心得運用於人力資源
管理上，針對每個餐廳員工提供適宜的輔導、訓練和資源，把孩子引導和放置到對
的位置，使其從被陪伴到成長、到成為領袖，甚至開創個人的事業。如員工 E1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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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創辦人彭女士會運用生涯測驗系統和個別對話，協助員工更了解自我；而在
研究者與創辦人多次互動中，彭女士亦不斷提及「放對位置」的重要性，意即挖掘
每個人的潛能所在以及給予適切的責任角色。

「她［創辦人彭女士］針對我們個人做生涯測驗，因為阿姨［創辦人彭女士］
有去上一個課，就是所有的數據，我們的性格就會顯現出來，我們的性格跟我
們未來的職業有甚麼可以發展的。他就利用這個，還用兩個小時跟我們對談，
讓我們越來越發現自己可以走在哪個方向。」(E1，女，服務員兼行政秘書，2029)

「在這，他們［餐廳員工］要開始找到自己的位置了！然後如果能力許可，可
以創業的，就帶他們出去。有些孩子可能還沒有到創業。可是他們的能力已經
可以到一個部門的 leader 了，他可以去管理這個部門。」(F1，女，創辦人，
50-59)
(二) 專業成長與提升
再者，在啄木鳥的家 casa+工作，不僅讓員工在工作中發現自我價值和定位，
並提供足夠的彈性和發展空間，讓他們能專研自己興趣和專業上，甚而有機會從單
純領薪水的員工角色，走向管理、創業一路。在過往研究中，發現當餐廳員工內在
工作動機正向影響其工作表現和創新行為 (蔡啟通，2008)，並正向影響餐廳業績
(Lee et al., 2016)。本研究結果也呼應該發現，因著對餐廳和音樂的熱情，使員工 E2
願意花許多額外的時間去策畫藝文活動，提供創新的服務和表演。在過程中，這些
偏鄉的青少年，不僅專業能力有所成長和提升，也學會為自己訂定目標，逐一實現
夢想，這些，都是軟實力的培育。

「每一個領域，我還把它變成一個事業體了，然後他們就認領呀!所以譬如說，
我有我本來的位子，可是如果我還要再多一些，我可以去多一點獲利，那孩子
們他們的動力就會來了！而且做的事是他們想做的事，他們喜歡的事！」(F1，
女，創辦人，50-59)
「我覺得這邊是他會教你去看待你人生的規劃，讓你在目前這份工作好好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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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才華才能，去做最大化這樣子，對，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E2，男，早

餐領班兼啄樂負責人，20-29)
(三) 重視自身文化
因員工多為在地部落青少年，包括鄰近光復鄉的太魯閣族、阿美族和布農族等。
研究者認為，啄木鳥的家 casa+所創造很重要的社會價值之一，即讓員工更重視和
珍惜自身文化。事實上，員工 E3 曾提及，受整體大環境和原生家庭影響，原住民
普遍會有自卑心理，對本身文化度的認同度不高。

「原住民的習性是對外界是會有膽怯，自信心不夠。其實這是與生俱來的，因
為可能跟他們原生家庭、環境有很大的關係。」(E3，男，披薩餐車負責人，5059)
透過餐廳的平台和訓練，讓部落少年能有機會走入世界，像創辦人 F1 曾說，
他會帶員工出國參訪或至都會區參與研習，拓展視野的同時，也會反思自己文化價
值，甚至開始學習運用創意、結合時下潮流，將自身的文化推上舞台，如融合太魯
閣織布文化的特色拼布包，以及能享受布農族八部合音的森林早餐等。

「我帶他出國帶他去看，他的視野就更加開闊了，他就更加看到自己族人，自
己族的一個珍貴。」(F1，女，創辦人，50-59)
(四) 形塑良好品格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即職業倫理的培養。專業能力固然重要，但是良好的態度
跟品格是不可或缺的，特別因啄木鳥的家 casa+之部分員工，為飛行少年或身心障
礙者，故在心理層面的建設與訓練上，需要特別花費心思。員工 E7 表示，她受工
作團隊中其他人的努力所感動，並下定決心認真投入於工作事務。

「團體，我學到互相合作。因為我很少跟人互動。但這邊，很講求團隊合作，
然後要自己去思考，效率，對，還有在這邊要學習工作態度，對。之前我當志
工不是很認真，那現在我很認真，所以我學習到很多，就越來越進步。」(E7，
兼職員工，女，20-29)
三、增進社區整體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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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鄰近社區而言，啄木鳥的家 casa+所創造的社會價值分別有：提供部落和社區關
懷服務、活絡社區網路、創造小農收入以及推廣部落文化。
(一) 提供部落和社區關懷服務
啄木鳥的家 casa+的披薩餐車，除巡迴花蓮中南區各夜市和校園之外，亦深入
偏遠部落，提供老人及小孩免費披薩和關懷服務。研究者在多次參與觀察也發現，
不論是創辦人還是員工，都和鄰近社區居民十分友好，彼此碰面會熱情地互相招呼
問候。並且，從分送披薩的時，他們臉上掩不住的喜悅跟感動，可以發現，對於這
些獨居老人和偏鄉兒童來說，這一塊披薩的價值遠遠超過於它本身，它代表的是一
種溫暖跟祝福。
(二) 活絡社區網路
啄木鳥的家 casa+在活絡地方社區的網路上也不遺餘力，除積極投入社區發展
事務之外，員工 E6 提及他們也透過餐廳的平台，邀請國際旅客和都市志工，與當
地原住民兒童進行文化交流。透過如此文化交遊活動，能讓雙方在對談與音樂表演
中認識彼此文化的差異，並學習尊重和欣賞。

「我們曾經有和一些國外的團體、香港的，做文化交流，就是認識香港的文化。
那部落的小孩，他們就用他們的專長，像是太魯閣他們有些很會唱歌的、合唱的
還有一些打木琴的小朋友，跟我們旅客來做交流。」(E6，男，文創部負責人，
30-39)
啄木鳥的家 casa+的付出和努力也深深影響著合作夥伴，受訪者 P1 表示，和啄
木鳥的家 casa+合作所得到最大的收穫是心態的改變，社區發展不是一個人勇往直
前即可，需一群人齊心合力追求更理想的生活環境和經濟水平，才是真正永續長久
之計。

「他對人事物呀，或對區域的付出，對我們，多多少少啦！不會說只看到自己，
其實也要想到周圍的合作夥伴，這些是要有正面的形象、良好的對象，我們才
能夠做的長久，對。」(P1，男，有機米供應商兼社區導覽義工，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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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創造小農收入
啄木鳥的家 casa+符合本研究所指稱環境友善型的社會企業餐廳，即使用特定
食材以支持理念或達到社會目標。他們所使用的特定食材，是來自花蓮在地小農的
蔬菜水果、肉製品，或是原住民特有食材和調味料。並且，透過擺設圖卡和服務生
所提供的說菜服務，讓消費者了解生產履歷和品嘗訣竅。此外，餐廳內亦展售相關
農特產品，希望能幫助在地小農，提供他們穩定的通路和收入，形建共榮的綠色經
濟。員工 E5 即表示，啄木鳥的家 casa+的合作夥伴多是小型生產者，藉由餐廳收購
的方式，讓小農可以堅持做無毒或是有機栽種。

「合作夥伴在小農可能較多，像蔬菜的、肉製品的，他們可能本來是很小的自
製、自己販售型的。餐廳好處是可以給他比較穩定的供應源，他就可以堅持自
己想做的事情。因為在這裡很多小農，其實很有心要做好無毒或有機這一塊，
可是問題他們沒有大盤，就是一個經銷商或固定的供應源。」(E5，主廚，男，
20-29)
(四) 推廣部落文化
素有臺灣後花園之稱的花蓮，蘊含豐富多樣的原住民文化。啄木鳥的家 casa+
透過森林早餐、部落微旅行和啄樂等藝文活動，將原住民文化巧妙融合其中。特別
是部落微旅行，把場景拉至部落，讓消費者有機會親自體驗與感受部落文化的氣息，
居民亦藉此機會，能賺取收入和推廣部落文化。員工 E1 和負責聯繫接洽微旅行活
動的員工 E6 表示：

「我們有做部落微旅行的活動。就是把觀光客到部落裡面去，然後部落用到的
食材費、講師費呀，都是從微旅行的費用撥給他們，他們可以賺到一些錢，然
後也可以把自己的文化推廣。」(E1，女，服務員兼行政秘書，20-29)
「最重要是幫助他們，其實有些小部落，他其實缺乏就是別人看見他們。那我
們想說藉旅行，把消費帶進去給他們，就是用這樣的出發點，讓更多人發現這
個小小的部落，小部落在這裡所做的美好事情。」(E6，男，文創部負責人，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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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訪談內容不難發現，藉由部落微旅行，著實為部落創造觀光財並引入人
流，另一方面，也讓觀光客有機會能走入部落，體驗不一樣的生活。
四、提升顧客幸福感
因為社會價值是多層面和多面向的，故亦包含顧客幸福感。在此部分，本研究輔以
顧客知覺價值感受做評估，分析出主題包括提供給消費者賓至如歸的服務、舒適放鬆的
氣氛、物有所值的花費、主題活動以及精緻美味的餐點，茲說明如下：
(一) 賓至如歸的服務
誠如前述所提，啄木鳥的家 casa+非常重視員工的專業和品格訓練，在待客之
道上亦相當講究。本研究透過訪談員工發現，啄木鳥的家 casa+以感動服務為標的，
將消費者視為自己的親朋好友，熱情親切的接待它們，透過預先設想客人的需求，
以及記住每一位顧客的特殊要求，適切的提供幫助，讓人有貼心之感，如受訪者 E4
表示：

「他只要進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他是誰，或他以前點過的餐、他的特殊要求，
我都記得很清楚。所以他就覺得你在花蓮，可是你記得我們的需要」(E4，店長
兼麵包主廚，女，20-29)
另一方面，受訪者 E2 認為啄木鳥的家 casa+之員工，在創辦人彭女士的耳濡目
染下，散發出「特別的氣場」
，故使消費者感到印象特別深刻且良好，其口述如下：

「其實他們［客人］看到我們有特別的親切感，我覺得這不是特別去營造的，
可能是從老闆他帶給我們、讓我們學習到的，或是我們本身散發出來的那種氣
場。就會讓有些客人認同我們，他們會覺得我們比起外面業界的餐廳，就是比
較特別一點」(E2，男，早餐領班兼啄樂負責人，20-29)
研究者認為，這特別的「氣場」是來自於員工對於工作的熱情與喜愛，在與消
費者的訪談結果也證實員工所述，顧客 C8 表示，感覺服務生是真心歡迎每個顧客，
他們的熱情接待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受訪者普遍認為服務親切、專業、熱心等，
其中 C16、C17 以及 C18 不約而同皆提到，特別喜歡有說菜的服務，當服務生會詳
細介紹菜餚的食材、特色與品嘗的方式等，會提升整體用餐的體驗。此外，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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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提到即便餐廳已屆休息時間，亦不會趕客人，給予顧客舒適且無壓迫的感受，
故若有朋友聚會，她常選擇在啄木鳥的家 casa+舉辦。

「之前我們吃過很多西式的餐廳，可能餐廳地點比較偏向市區，所以客源比較
多，那有些服務人員可能忙不過來，就沒有甚麼笑臉。但這邊不一樣，他們就
是用自己真心的熱情服務客人。」(C8，男，餐旅業，20-29)
「他都很仔細跟我們講，例如說這邊用甚麼比較特色的食材，你可以怎麼搭配
吃，他都有提到這點。」(C16，男，科技業，40-49)
「他［餐廳員工］也不太趕人，有時候我們吃吃吃，吃到打烊了。他們就說沒
關係我們還在整理，你們就坐著，那先幫妳們把東西收一收。就他們不會趕人。」
(C12，女，餐旅業，40-49)
從上述員工和消費者的談論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啄木鳥的家 casa+的確提供較
為貼心、精緻的服務。Alhelalat, Ma’moun, 與 Twaissi (2017) 針對 212 名餐廳消費
者的調查結論指出，餐廳員工的個人和功能服務方面顯著且積極地影響客戶滿意度，
個人服務指的是服務生的外觀、面部表情、態度和衛生；功能服務則為服務的專業
度和速度等。也就是說，良好的服務能提升用餐品質與感受，甚而使消費者有賓至
如歸之感。
(二) 舒適放鬆的氣氛
啄木鳥的家 casa+坐落於風景優美、空氣新鮮的花蓮，座位數高達 100 多人。
對於光復鄉而言，如此大型的西式餐廳，是屈指可數的。整間餐廳以糖廠的舊式木
屋建築改裝而成，內部裝潢簡約大方，座位寬敞，並於供餐時間撥放以陶笛吹奏的
輕音樂，營造舒適放鬆的氣氛。幾乎每一位消費者都讚許啄木鳥的家 casa+的用餐
環境，如受訪者 C25 以及 C16 所言：

「我覺得這邊環境很棒呀，整個餐廳的擺設、設計，我覺得都滿舒服的，感覺
滿讓人放鬆的，就是可以放鬆身心靈呀！」(C25，女，餐旅業，20-29)
「他就是利用老屋改造成，氣氛也好，因為也是地理位置的關係，對。可能把
這間店放在都市地區，可能也感覺不出來，但是放在這邊，就有一種慢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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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愜意。」 (C16，男，科技業，40-49)
除放鬆身心靈以及產生慢活愜意之感外。有常客表示，她喜歡來啄木鳥的家
casa+消費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在該餐廳用餐，有回到家的自在感受，無須拘謹，可
以很自然的放鬆，好好享受美食。

「我覺得這個餐廳給人家，就有種回到自己的家，像有些餐廳，我就會覺得我
是不是要坐好，我是不是要怎麼樣，這個很 Easy 的。」(C15，女，軍公教，5059)
(三) 主題活動
啄木鳥的家 casa+常不定期舉辦活動，舉凡前述所介紹過的森林早餐、部落微
旅行和啄樂之外，亦曾舉辦戶外烤肉派對、親子披薩 DIY、母親節晚會、單身節優
惠和麵包果嘉年華等。這些活動皆是由店家自己創意發想，不僅獨一無二，也結合
在地與部落色彩，讓遊客在吃喝玩樂的同時，也能接觸和學習不同的文化。甚至，
透過活動熱絡與周圍社區和商店的關係，如麵包果嘉年華便是以花蓮特色食材「巴
基魯 (麵包果)」為主題，舉辦創意料理大賽和寫生比賽，邀請各式料理好手及親子
共襄盛與。另一方面，由布農族員工 E2 自主籌畫的啄樂活動，是啄木鳥的家 casa+
亮點之一，匯集鄰近喜愛音樂的年輕人，在餐廳的舞台上歡唱或演奏，且內容一次
比一次進步與豐富。從其言論中即可發現，他十足下了一番苦功，他說：

「我就要一直去想不同的主題，盡量少一點重複，想讓客人有一點不同的感受，
像之前有個客人打電話問說下次的啄樂是什麼，他們會蠻期待，會自己帶台北
的朋友。這是讓我學到好好去想更豐富的內容，怎麼帶給客人最特別的感受。」
(E2，男，早餐領班兼啄樂負責人，20-29)
除森林早餐和部落微旅行，其餘主題活動皆無須額外收費，甚至有些活動會搭
配優惠折扣。可想而知，啄木鳥的家 casa+不僅大受好評，亦有消費者因欲參與主
題活動而專程前往消費，如受訪者 C12 即於訪談時特別讚賞「啄樂」：

「我覺得啄樂很棒，他們常常都是請東華的歌手或古箏表演，也沒什麼額外加
費用。有些餐廳可能今天有這個活動，餐點就變成多少錢這樣。可是他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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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變得有點像是額外的、附加服務這樣子。」(C12，女，餐旅業，40-49)
(四) 精緻美味的餐點
飲食消費的最基本動機便是享用美食，即滿足生理需求和口腹之慾，故餐點口
味好壞著實影響顧客的知覺價值感受。啄木鳥的家 casa+自 2012 年成立以來，菜餚
經過多次修正、改良，員工亦經飯店主廚訓練，甚至部分赴外培訓。圖 13 為於研
究者餐廳內所攝，內容為關於店家對其餐點設計理念的介紹，主要以創意、在地、
自然和健康為四大主軸，期望能打造啄木鳥的家 casa+之特有風格。

圖 13. 餐廳餐點設計理念介紹圖卡。
從消費者的角度切入，除受訪者 C3、C6 和 C8 認為餐點價位稍高、份量不足
外，其餘顧客皆給予高評價和讚賞，包括提供功能性和享樂性價值，前者如真材實
料 (受訪者 C2、C15、C17)、品質好且穩定 (受訪者 C1、C6、C14、C18)、擺盤美
觀 (受訪者 C4、C15)；後者如品嘗後感到驚豔 (受訪者 C1、C2、C3、C4、C18 與
C20)或有開心享受之感 (受訪者 C15 和 C116)。從下方受訪者 C15 的口述，即明顯
表達出她在品嘗時候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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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吃、好吃。應該是說他的食材，他的食材一定在水準之上，他絕對不會
亂用。然後你看他的醬，那個青醬，再搭配上那個青醬，還要那個米飯，你看
起來是粒粒分明，可是吃進嘴裡，你也是大大滿足。」(C15，女，軍公教，5059)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進一步追問後，受訪者 C4 提及，該餐點設計不僅符合當
今飲食趨勢和用餐習慣外，亦保有自己的特色；受訪者 C16 則認為是因結合美食、
美景和音樂等元素，得整體用餐體驗十分享受、愉悅。

「這邊八成是，比較符合現代人的飲食習慣的餐點，可是他的東西呢，又有他
自己的風味，而且煮的真的算是不錯啦！真的！」(C4，男，醫師，65 以上)
「心情很棒，無形的。就是有美食，還有音樂，不是單單食材而已，用餐環境
跟體驗這些東西，這邊通通都有。等於這些在台北我吃一頓飯而已，那來這就
是享受，對，輕鬆，你來這是度假，就感覺很棒。」(C16，男，科技業，40-49)
啄木鳥的家 casa+巧妙運用在地資源，提供顧客精緻美味的餐點，以健康、創
意烹調手法，讓消費者能品嘗到食材本身鮮甜滋味，並透過料理接觸原住民或客家
文化。
根據研究訪談和資料彙整後，社會企業餐廳的社會價值可歸類成四大項，分別為陪
伴偏鄉兒童、翻轉偏鄉青年生命、增進社區整體福祉和提升顧客幸福感。同過往研究，
證實社會價值常為複數形式，並涉及個人、社區和社會層面，如本研究個案之員工、消
費者及光復地區皆有所獲益。再者，特別因以餐廳型態營運，故對員工和消費者的影響
更為直接。消費者與員工直接接觸，加深受益者描繪，滿足其渴望透過消費行使公益行
為之意圖；而消費者的反應會直接回饋給員工，如對餐點、服務和活動的讚許等，皆會
提升員工自我價值感和形塑自我文化的認同。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翻轉偏鄉青年生命 (員工) 和提升顧客幸福感 (消費者) 為本
此次受訪結果中，最常被提及、也是最重要的兩大社會價值。前者為啄木鳥全人發展協
會和啄木鳥的家 casa+餐廳成立宗旨，意即最主要的社會目標之一。透過社會企業餐廳
的營運，讓偏鄉青年獲得良好工作機會和訓練，進而習得相關專業技能和基本經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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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學習領導和管理，開創自己的事業版圖，並將成就再回饋於家鄉；後者則為一般餐
廳的核心營運目標－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當消費者衡量一項產品和服務，感到所獲取的
價值大於付出的成本，便會很樂意再次消費，如本研究受訪者，皆不約而同讚賞餐食品
質和員工服務。再者，也因消費者占總體受訪者多數 (36 位受訪者當中，有 25 位是消
費者，占比為 69.4%)，故自然在社會價值項目中，顧客幸福感較常被受訪者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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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第一節

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討論

一、社會企業餐廳之創業動機
本研究結果發現社會企業餐廳之創業動機可分為四個主要項，分別為幫助發現社會
問題、追求永續經營、外力支持和個人信念驅動。這結果與社會企業創業動機相比之下，
與過往高義芳與沈怡臻 (2009)、Lucas (2012) 及 Germak 與 Robinson (2013) 的研究相
同，皆是受社會目的和理念所影響，著眼在社會問題上，並期望建立更友善的社會環境，
甚而促使社會變革，如透過成立偏鄉青年事業體，改變與影響更多孩子；比較不同的是，
前述三篇研究在創業動機部分，皆強調自我實現的影響，然本研究結果較無發現相關因
素，創辦人彭女士選擇退居幕後，幫助偏鄉孩子找到目標並圓夢，而非追求自我理想目
標的達成。換句話說，對於彭女士而言，McClelland 等(1976) 所提之三大創業要素：成
就需要、權力需要和親和需要，前兩者是相對較不重要的。她不以成就自己或增加個人
權力地位為目標，反而社會性動機－親和需要，扮演比較具影響力的角色。彭女士善於
運用社會性獎賞，並著重陪伴和引導員工成長。
若和餐飲業創業動機相比，同 Wang 等 (2019) 研究所提概念，創業家的動機並非
固定於單一面向，而是牽涉複雜且動態的思考歷程。依據本研究個案對象來分析，起始
創業意圖，近似於 Leach (2017) 所提的生活導向動機，意即，兩者皆是在追尋提升生活
的質量，彭女士選擇開設西餐廳，除藉服務禮儀的訓練，培養員工良好品格外，也能讓
顧客感受到人的價值和尊貴，並提供光復在地人一個良好的社交聚會空間，可謂一舉數
得。再者，創業動機亦受認知信念所驅動，彭女士是虔誠的基督教信仰者，對於偏鄉孩
子懷抱有熱情跟期待，希望能幫助他們改變現有劣勢，提供更多未來職涯選擇和機會；
當餐廳營運逐步邁向成長期時，彭女士投入組織的動機，偏於成長導向動機，但與一般
商業餐廳相比之下，社會企業餐廳之創業動機在個人私利的色彩明顯較薄弱，傾向於追
尋整體組織與大環境的茁壯，包括企業的永續經營以及偏鄉社區發展。如彭女士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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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當初開餐廳單純是因為想到這些偏鄉的孩子，期望能給他們實質的幫助、帶得走的能
力。
事實上，過往研究在討論創辦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的動機時，常會提到「利他主
義」(Altruism) 的影響，研究者藉由實地研究和相關檔案文件回顧也發現，利他主義的
精神貫穿並推動整個創業歷程。彭女士從非營利組織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做起，20 多年
來長期陪伴偏鄉和部落的兒童，她對該議題的無私付出和貢獻，以及受益人的改變和成
長，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謂「利他」
，近年學術界有多番討論，如 Furnham, Treglown,
Hyde, 與 Trickey (2016) 從創業家人格特質的角度切入，透過針對兩千多位歐洲組織的
中高層人員之調查問卷分析發現，人際關係敏感度和利他主義的相關性最強，指的是社
交技巧、機制和洞察力，像彭女士與鄰近學校、社區皆保持友好關係，總是熱情的與碰
到的人打招呼，且廣受地方的歡迎。同時，該研究也特別點出好奇心和利他主義的關聯，
指的是一個人好奇、冒險和富有想像力的程度，依本研究個案而言，彭女士會關注每一
位員工的內心感受，並對於餐廳的發展不斷去揣摩和嘗試各種可能，給予員工空間去自
由發揮，如前述提及多次的部落微旅行和森林早餐，都是最好的例證。而彭女士亦兼具
Batson 等 (2016) 所提出之兩種親社會動機：集體主義 (特定群體、社區) 和原則主義
(如宗教、道德哲學家)，他特別關注偏鄉兒童、青少年議題，並受信仰所驅動，希望提
供他們更多職涯選擇和發展機會。這樣的親社會動機使得彭女士願意持續的投入組織，
孩子的回饋和改變更是他的動力來源，讓她能勇敢迎接和努力克服創業過程中的挑戰。
整體來說，社會企業餐廳的創業動機是以利他為出發，致力於改善社會特定現象，
並受創業者個人背景與信念影響。啄木鳥的家 casa+之創辦人，在擔任啄木鳥全人發展
協會總幹事時所建立的人脈和所做的努力，都為其創業之路引入相當多的資源。其中，
相當大的關鍵，或許是因為自始自終都以偏鄉兒童的需求為第一優先，故更容易獲得社
區居民的支持。綜觀來看，整個創業動機幾乎都圍繞著偏鄉兒童，並逐步成就他們、幫
助他們圓夢。
二、社會企業餐廳之工作動機
本研究結果發現社會企業餐廳之工作動機可分為五個主要項，分別為經濟需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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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領導風格、回饋家鄉、自我學習與成長和成就感。此項結果與過往社會企業參與動
機相差不遠，皆追尋個人內外在的收穫，並以自我實現和成就感為最主要影響因素。若
要做進一步的區分，Klandermans (2003) 以及 Borzaga 與 Tortia (2006) 兩篇研究都強調
建立新關係網路的重要，而在本研究訪談員工時，較無提及相關意圖，反倒是比較像
Wongphuka 等 (2017) 所分類之「對土地的感恩」
，著重在回饋給自己生長的社區，包括
陪伴部落的小孩或是利用休假做志願服務等。還有一點比較不同的是，本研究也提出了
管理者的重要性，在啄木鳥的家 casa+工作的員工，深受創辦人彭女士所影響，她可說
是整個組織運作的關鍵，因應員工的背景和能力不同調整訓練方式，並協助她尋找到自
己擅長、有熱情的事物，鼓勵其發光發熱。這對工作者而言是很大鼓勵，啄木鳥員工在
訪談中亦表示，雖然壓力和責任皆重，但因為是自己興趣所在，且老闆願意給他們空間
去發揮和嘗試，使得工作動力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和餐旅業的工作動機相比，一樣皆是深受內在動機和領導者所影響。顯
然，當員工認為組織給予自己極大的信任和期望時，會傾向於表現更努力並具更強的忠
誠度 (Cho & Johabson, 2008; Jiang et al., 2018)。然過往研究，在餐旅業工作動機部分，
較無提及回饋家鄉的意圖，關注焦點偏重在對個人本身的影響。
若以自我決定論和雙因素理論作審視，則前者將對個人自我決定目標具重要性的工
作內容列為外在動機，相對於列為內在動機的工作有趣性和滿意度等，能更有效預測需
要紀律和團隊合作之任務的表現 (Gagné & Deci, 2005)。如本研究的工作動機發現之第
四點──自我學習與成長，其中的子項目有提到「訂定目標」
。啄木鳥的家 casa+之員工透
過訓練和管理者的引導，不僅學習為自己設定目標，也產生工作的動力及「正向壓力」
，
甚至個人休假時間也參與餐廳的義賣市集、社區關懷活動或策畫餐廳的主題活動。若用
雙因素理論來檢視，本研究發現中工作動機之第兩點：領導者的管理風格，即是良好的
激勵因素，彭女士花費需多心思在帶領員工，包括協助安排合適的職位、善於運用社會
性獎賞，甚至賦予員工相當大的責任與權力，在在使員工有備受認可之感，進而引發其
積極情感，願意加倍投入於工作事務中。事實上，除工作動機第一點的經濟需求屬保健
因子外，其他發現皆為激勵因子，顯然對於社會企業餐廳員工而言，較重視工作中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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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獲得，包含成就感和專業提升，薪水雖是保障個人生活和經濟之必要因子但非主要影
響工作動機的因素。
總結而言，啄木鳥的家 casa+的員工較不嚮往高薪、高福利，或是舒適輕鬆的工作
環境，反倒是工作的挑戰性、未來發展性、個人成長和自主發揮空間，以及對社會所帶
來的影響力，才是左右工作動機的關鍵。由此可見，雖然餐旅產業常因低薪、高勞力的
特性造成員工流動率高的問題，然若能制定合宜的公司方針與管理策略，並營造員工間
的向心力和對組織的認同，仍能用低預算達成提升工作績效的良好效果。
三、社會企業餐廳之消費動機
本研究結果發現社會企業餐廳之消費動機可分為六個主要項，分別為品嘗美食、口
碑推薦、觀光旅遊、支持店家理念、社交和體驗主題活動。此結果與過往研究發現相差
不大，如本研究訪談的消費者品嘗美食即是為了滿足享樂 (Abd & Deraz, 2018) 和生理
需求 (Goeldner & Ritchie, 2006)，甚至也有湯幸芬等 (2007) 以及 Choe 與 Kim (2019) 研
究中所提及知識文化動機。多位顧客皆在訪談中表示，他們特別喜歡服務生的說菜服務，
讓用餐體驗，增添教育的層面，學習在地飲食文化與知識；另一方面，
「支持店家理念」
，
也符應先前相關動機研究所提及的利他 (Baston et al., 2016) 與環境 (Migliore et al., 2018)
動機，顧客希望藉由消費幫助在啄木鳥的家 casa+工作的偏鄉青年，並支持在地的優質
小農。比較不同的是，因啄木鳥的家 casa+除餐飲服務之外，亦提供相當多元的藝文服
務，故本研究結果在消費動機上，較先前研究多增加了「體驗主題活動」的項目。對於
本研究消費者而言，現場音樂表演或是至森林品嘗早餐，都是極具吸引力的活動。
綜觀來看，本研究發現涵括 Barbopoulos 與 Johansson (2017) 所提消費者三大目標：
增益、享樂和規範目標，因社會企業餐廳具有雙重目標的特性，故相較一般餐廳，能滿
足規範目標中的道德性，如本研究案例透過餐廳實踐就業整合與環境友善的理念。並且，
本研究與 Choe 與 Kim (2019) 的研究，皆證實：餐飲消費者最在乎味道和質量價值。甚
至，消費者知覺食物品質 (perceived food quality) 對顧客滿意度 (customer satisfaction)
有正向影響，且與消費者行為意圖息息相關 (Konuk, 2019)。顯然，雖消費動機日趨多元，
但最核心訴求還是以美食為主，餐廳切切不可因追尋獨特性和社會目標，忽略了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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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今天消費者是因為支持店家理念前來，但若食物品質和口味不佳，再訪機率便會大
幅減少。事實上，啄木鳥的家 casa+鮮少針對本身所具有的社會目標和理念做廣告行銷。
關於這點，研究者曾詢問過主廚 (員工 E5) 原因，他表示，不希望消費者是出自於同情
或抱著做公益的心態來消費，希望消費動機是來自餐點的吸引力；而餐廳的社會使命，
若顧客後續得知則具有加分效果。事實上，本研究訪談之初訪者在得知啄木鳥的家 casa+
的社會目標後，亦證實主廚的想法，消費者表示餐食美味是重要的，但若有公益性質，
會大幅增加再訪意願。
四、社會企業餐廳之合作動機
本研究結果發現社會企業餐廳之合作動機可分為三個主要項，分別為平台銷售與推
廣、嘗試不同職涯和地緣關係。因訪談的受訪者各代表不同面向的合作夥伴，故在合作
動機上不盡相同，然仍有少數共同之處，整體概括來看，不同於傳統經濟理論，三位受
訪者皆不強調經濟收益的多寡，在訪談中合作夥伴也發現，與啄木鳥的家 casa+合作，
並非他們主要收入來源，僅是個人嘗試不同職涯的機會。並且，同 Echlaner 與 Volgger
(2012) 研究發現，三位皆重視合作對象的組織和程序，如品牌印象是否良好、合作流程
是否簡單明確等。啄木鳥的家 casa+提供一個穩定的平台，讓手作者和小農展售商品，
志工廣泛嘗試不同的職業生活。此外，研究者在參與觀察和訪談中發現，啄木鳥的家
casa+之員工也扮演關鍵角色，他們不僅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亦主動邀約文創品進駐，更
在國際志工來臨期間，熱情招待和大方傳授烹調秘訣等，創造良好的合作經驗。
細分來看，對於受訪者 P1 來說，促使他們形成合作意圖的主因，較傾向於 Bosworth
等 (2016) 所提及之關懷動機，包含強調互助合作和利他精神，希望透過餐廳的平臺，
幫助在地社區的發展，形建共榮的經濟圈。而受訪者 P2 和 P3 的合作動機，似乎難以直
接以二分法歸類為關懷動機或自私動機，研究發現的概念近乎於一個新穎的、參雜逃避
現實色彩的行為意圖。換句話說，和啄木鳥的家 casa+合作，讓他們有機會跳脫原本生
活空間，不論是從社工變成餐廳服務人員，或是從旅館櫃檯人員變成手做文創者，都讓
他們透過勞動過程中更認識自己，並建立自信心。
簡而言之，啄木鳥的家 casa+因擁有雙重目標與服務多元化的特性，加上創辦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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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的魅力，吸引鄰近地區的小農、文創者，以及來自香港的國際志工，願意加入成為
合作夥伴。
五、社會企業餐廳之社會價值創造
本研究結果發現社會企業餐廳之社會價值創造可分為四個主要項，分別為陪伴偏鄉
兒童、翻轉偏鄉青年生命、增進社區整體福祉和提升顧客幸福感。整體來說，與 Singh
(2016) 中所述及社會價值創造最為相似，皆是講求弱勢賦權的概念，包括提高受益人的
謀生能力，或是改變他們的觀念、態度和行為。不論是曾在啄木鳥的家 casa+工作的員
工或曾受幫助的兒童和青少年，這些飛行少年、身心障礙者和單親家庭兒童等，都藉由
參與啄木鳥的家 casa+的活動，從中培養品格和專業能力，逐漸走出陰霾或突破身體限
制。並且，本研究發現也同 Auerswald (2009)、Weerawardena 與 Mort (2006)所述，社會
價值創造是複雜的、多重的，從四個主項目不難看出，啄木鳥的家 casa+的社會價值創
造不限於偏鄉兒童，也同時提升周圍社區福祉以及消費者剩餘。顯然，社會企業餐廳的
社會價值創造是相當多元豐富的，若與張世哲 (2017) 針對台中剩食餐廳的個案研究相
比，雖兩者主要的社會目標不同，然其創造的社會價值從廣義來看卻略為相似，同樣藉
由組織運轉，提升鄰里交流互動、幫助弱勢族群，以及推廣永續理念，且利益關係人或
多或少參與價值創造的過程。
另一方面，啄木鳥的家 casa+也透過於小農合作、店內販售文藝品、提供部落微旅
行、啄樂等服務，保留和傳播原住民的文化，並帶動整體地區經濟發展，符應 Peredo 與
Chrisman (2006)、Kroeger 與 Weber (2014) 等之研究，不僅減少貧窮，也提升當地的域
滿意度。若再進一步審視，與先前研究比較不同的是，啄木鳥的家 casa+的社會價值創
造，並無 Austin 等 (2012) 所言的改善政策面，其自 2016 年轉型為社會企業後，便較
少與政府有合作往來；再者，亦無 Mzembe 等 (2019) 所提及之充足的醫療資源，啄木
鳥的家 casa+關注的是兒童、青少年的全人發展，包括教育、品格和能力的培養。此外，
本研究所發現的社會價值創造亦新增「使受益者重視自身文化」
、
「提供消費者主題活動」
等子項目，藉由工作和藝文活動的參與，讓原住民青年形塑自我文化的認同，並學習去
珍惜和了解其內涵，甚至進一步傳達給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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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社會價值不如經濟價值，無法以實際的金額數字做衡量，但藉由訪談以及參與觀
察中，員工和合作夥伴臉上自信與喜悅的神情、消費者口述其知覺價值，還有餐廳工作
夥伴與部落長老和社區小孩等自然而親密的互動等，都可以察覺，這股善的社會影響力
正逐步萌芽、成長茁壯。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困難

一、研究限制
目前在臺灣對於社會企業尚無明確的規範，而社會企業餐廳又是一個新穎的概念，
本研究嘗試提出其定義和類型架構，並彙整現有的社會企業餐廳。然恐有疏漏之虞，或
許不在前述篩選條件下，尚有許多優質的社會企業餐廳，在臺灣各個角落默默耕耘著。
而在前述表 3 所列社會企業餐廳中，啄木鳥的家 casa+因同時具有三種類型的社會企業
餐廳，加上已成功於東部營運達八年之久，對於光復在地的發展幫助甚大，可稱得上是
國內較完善和穩定發展的社會企業餐廳。並且，鑒於東部地區的特殊性，本研究欲針對
此單一現象做深入探討，為滿足長時間的參與觀察研究，故選擇「單一個案研究」(single
case study)，並採本質性 (intinsic) 研究取向。希望藉由參與觀察以及訪談各不同利益關
係人，增進對該現象的理解。但也因單一個案的特殊性，研究發現雖有其價值和參考性，
但恐無法類推至其他社會企業餐廳。
再者，關於合作夥伴的訪談部分，多數合作夥伴因忙碌、時間無法配合或是其他個
人因素，不願參與研究，故本此研究僅訪談到三位合作夥伴，在樣本數部分稍嫌薄弱。
而消費者的訪談是採取於餐廳現場便利抽樣的方式，待顧客用餐告一個段落，上前詢問
受訪意願。此研究流程會有幾個限制：一是無法確定同意接受訪談者的族群，若是帶有
幼兒的家庭消費者較會拒絕訪談，而學生和年紀稍長的中高齡族群反倒最樂於接受訪談，
雖蒐集到的樣本已和餐廳工作人員確認過，與實際用餐的客群無太大差異，然倘若能增
加訪問家庭消費者，則會使蒐集到的資料更加完備；二來是訪談過程也容易受到環境影
響，如背景音樂或是服務生上菜等皆會干擾整體談話的品質；三者，部分消費者時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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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使得訪談時間略顯緊湊，無法針對個別問題作進一步、深入的探詢。
二、研究困難
在整個於啄木鳥的家 casa+進行訪談和參與觀察研究期間，遇到幾點困難。首先，
員工和合作夥伴部份，部分合作夥伴因忙碌而無法接受訪談，故本研究僅訪談 3 位合作
夥伴，在樣本數上略顯不足；願意受訪者，即便事先已約定時間，常因臨時有新增的任
務或工作，壓縮訪談的時間和品質，故須當場臨機應變，依受訪者的行程為主，揀選最
關鍵、核心的問題先做詢問。若許可，研究者會先於旁邊採取參與觀察研究，待受訪者
有空閒時，再進行訪談作業。而在訪談和參與觀察的互動時，研究者會盡量營造和諧氣
氛，除隨時微笑迎人，保持開放、親切、接納的態度外，亦積極提供受訪者幫助或資訊。
故在訪談後，多與受訪者保持良好關係，倘若事後檢視資料有不清楚的項目，便可進一
步做詢問。同時，本研究也邀請員工或合作夥伴協助作受訪者檢核 (member check)。
再者，關於消費者的訪談，如前述所提，因為於餐廳用餐時段現場進行面對面訪談
(on-site interview)，故容易受環境干擾，影響錄音的品質和訪談的流暢度。研究者在現場
除以錄音筆作紀錄外，亦採取手寫筆記的方式，以便快速記下重點。並於訪談後兩天內
立即撰打逐字稿，避免疏漏重要內容，確保資料的完善程度。至於平均訪談時間長短，
因消費者是採現場便利抽樣的方式，不像其他利益關係人事先約定時間，為增加受訪意
願及不打擾受訪者行程安排，故平均訪談時間約為二十分鐘左右；其他利益關係人的訪
談時間，如創業者、員工和合作夥伴，則介於一個小時上下。並且，因啄木鳥的家 casa+
無特別對外宣傳自己是社會企業餐廳，故詢問消費者社會價值的時候，初訪者多表示不
清楚，僅常客和幾位由朋友介紹來的受訪者了解啄木鳥的家 casa+的價值主張。在這個
部分，因社會價值涵蓋廣泛，故除啄木鳥的家 casa+本身社會目標外，同 Auerswald (2009)
將消費者剩餘列為社會價值創造的維度之一，本研究也將消費者所感知到的價值也列入
考量。因此即便受訪者為初訪的消費者，其所提供的資料也相當具有參考性。
另外，在參與觀察的部分，初期的時候，餐廳員工因不了解會投以好奇，甚至懷疑
的眼光。爾後花比較多時間與餐廳的創業者和工作人員溝通，如說明本研究的性質、目
的和預期效益，並實際到餐廳消費用餐，或參與餐廳的義賣活動等，慢慢與員工培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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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建立默契。約莫第四、第五次拜訪的時候，已能順利進入場域，外場服務生亦會主
動詢問是否需要協助。
總之，整體研究雖經歷許多困難，然本研究藉由不同的應變方案，盡可能減少研究
的誤差和瑕疵產生。而在研究限制部分，或許能成為後續相關研究可以思考的研究缺口
之一，基於本研究的發現，進一步使用不同研究方法，或改良部分研究策略，如調整於
餐廳現場訪談飲食消費者的流程等，建立更紮實的社會企業餐廳之背景知識。

第三節

研究建議

雖目前臺灣對於社會企業的概念定亦尚不明確，但是透過本研究的彙整，不僅為其
提出概念定義和類型架構，亦透過半結構訪談和參與觀察，提出社會企業餐廳利益關係
人之參與動機和社會價值創造的類型。因此，透過本研究結果發現，有助於增進對「社
會企業餐廳」的了解，包含其本質、形態及利益關係人的動機等。本節將進一步提供實
務建議和後續研究建議。
一、實務建議
在實務建議上，根據本研究結果可發現，社會企業餐廳創業家是勇於接受挑戰，對
改善社會問題懷抱有熱情和堅持，不僅富有領袖魅力，更是創業成敗的關鍵人物。政府
機關或是投資者，在審視創業計畫時，除了計畫內容之外，宜了解創業家的動機和特質，
並確認彼此理念相符。而在本案例中，創業家專業背景相對沒那麼重要，彭女士無餐飲
和創辦企業的經驗，但是她擅於尋找、整合資源，並懂得知人善用、把人放到合適的位
置，在在都是啄木鳥的家 casa+成功之關鍵。另一方面，倘若有心創辦相關產業者，亦
可參考本研究案例，從彭女士和啄木鳥的家 casa+取徑。
對社會企業餐廳員工而言，驅動工作動機的是個人的目標和成就感，換句話說，這
份工作的發展性和成長空間，才是他們所在乎與重視的。因此，管理者若想提升員工的
工作動機，需了解員工的背景和專長，引導和放置其到適合的位置，並適當下放權力，
讓員工有機會能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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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消費動機的部份，餐飲消費者最在乎的還是食物的品質與口味，不論餐廳今天
的定位是主題餐廳、公益餐廳亦或音樂餐廳，餐點的品質是一間餐廳能留住消費者的核
心關鍵，而啄木鳥的家 casa+因使用在地食材，並以西式烹調手法，融入原住民和客家
等風味，講求色香味俱全，故大受消費者喜愛。建議餐廳在分配預算上，可投入較多的
資金於廚藝培訓和菜單研發，持續推陳出新，讓客人能有更多選擇和驚奇感。
合作動機的部份，可以發現餐廳的地理位置、聲譽和發展空間都是合作夥伴所在乎
的。故平時社會企業餐廳就須維持良好品牌形象，嘗試拓展不同面向的業務，或許能開
發或吸引潛在合作夥伴。除此之外，餐廳應深入去了解所在位置的農業發展，有哪些特
色食材，每個季節盛產的蔬果為何，能怎麼運用於菜餚中，甚至在地有哪些小農在栽種
等。讓餐廳的口味「接地氣」
，透過固定合作的方式給小農穩定的收入，當收購的量和價
格穩定，合作意願自然就會提升；另一方面，也能吸引當今訴求環保、慢食的顧客，並
讓消費者吃到最新鮮、最在地的美味。
綜觀來看，傳統形式的社會企業，多以受益人為主要價值獲取對象，如提升受益人
生活水平或爭取權利。而社會企業餐廳因其餐飲服務性質，故與一般社會企業相比，讓
消費者透過購買行為，除能幫助企業營運、對受益人具有正向鼓勵和金錢收益外，消費
者本身亦成為價值獲取對象，即本研究在社會價值的第四點發現：提升顧客幸福感。其
中，賓至如歸的服務、舒適放鬆的氣氛以及主題活動等子項目，皆是相較傳統社會企業
所增添之價值。事實上，經營一間社會企業餐廳和一般餐廳相去不遠，值得一提的是，
社會企業餐廳的社會目標，同時為其創造挑戰和機會。因雇用和訓練弱勢者、使用小農
食材，及每月提供部落免費披薩，故在人力與經費安排上略為吃緊，部分成本也相對反
映在餐點價格上，使餐廳平均消費高於當地水平，用餐門檻拉高間接流失部分客群。但
也因其社會目標的公益性質，吸引員工、合作夥伴投入及消費者支持，為其帶來人力和
經濟資源。另一方面，對社會企業餐廳而言，最擔心發生使命飄移的問題，故在追尋企
業擴大和經濟收益時，需特別留意預算、時間和人力的分配，並適時招開團體會議，包
括內部員工會議，及邀請所有合作夥伴參與的大型會議，以凝聚共識和確認各目標與進
度執行狀況，檢視是否達成原先所設定的社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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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研究建議
在後續的研究建議部分，主要有幾點方向的建議。首先，因社會企業餐廳尚屬於一
個相當新穎的概念，本研究雖嘗試提出其概念定義和類型架構，但仍恐有疏漏之虞，故
未來研究可再進一步針對社會企業餐廳的本質、型態，或商業模式作探討，甚至進一步
和政府合作，推動社會企業、社會企業餐廳的立法、論壇和研討會，以擴大該學術領域
的背景知識。若有明確的法律規範，或許未來在進行跨個案比較，會相對容易和明確，
可依照規範的定義逐條審視異同處，並闡述各社會企業餐廳類型、社會價值主張 (social
value proposition)、社會創新策略、利益關係人、關鍵成功因素 (key sucessful factors) 或
資源等，做地區性和全國性的比較與探討。並且，因社會企業是目前各國政府發展主力
(唐鳳，2018)，本個案在初期亦透過政府計畫扶持才得以邁上軌道，故在利益關係人部
分，或許能進一步探討各個案之間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再者，因本研究是以質化取向，建議未來研究可參考本研究發現及相關理論文獻，
針對消費者進行大規模的問卷研究，包括其消費動機、購買意圖 (purchase intention )、
顧客忠誠度 (customer loyalty)、滿意度 (customer satisfaction)、知覺價值 (customer
perceived value) 和風險 (customer perceived risk) 等。並可進一步驗證是否餐飲企業的
公益行為，能提升顧客知覺價值感受，或是擴大其他潛在的顧客知覺風險；另外，亦能
探討社會企業餐廳進行善因行銷 (cause-related marketing) 對消費者行為是否會產生正
向影響？善因行銷和口碑行銷兩者之間哪一個對消費者具有較強的影響力等。就本個案
而言，從受訪者的言論中可推敲，對於消費者來說，口碑行銷占較大影響力，且主導初
始消費動機，特別是當消費者聽到他人推薦這間餐廳是美味、物有所值的。善因行銷則
是對再訪動機有助益，當消費者已經實際用餐過，喜歡該餐廳的餐食，後續得知餐廳的
公益性質和社會目標，則會受吸引並再次前往用餐，甚至會協助餐廳進行口碑行銷，形
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第三，在本研究中，不難發現社會創業家的角色是舉足輕重的，可以進一步分析社
會企業餐廳之創業家的人格特質、背景，以及其和社會企業或餐飲業領域相比之下，有
何相似與不同處，如高義芳與沈怡臻 (2009) 曾指出社會創業家具有慈愛卻堅韌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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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且重視精神的富足。甚至該研究亦認為，社會創業家宛如企業經營理念的代言人
般重要。而國外研究中，Martínez 等 (2019) 通過 59 個國家、142690 位企業家的標準化
問卷分析後指出，社會企業家通常為教育程度大學以上者，且其自我效能感較高，並對
機會和社會環境具敏感性。事實上，兩者的發現接與本研究相差不遠，而後續研究亦可
針對社會企業餐廳之創業家特質和能力，作跨國或區域性的比較分析，如發展中國家和
已發展國家、東方華人社會和西方社會等。
第四，啄木鳥的家 casa+透過與鄰近社區維持良好關係，獲得許多潛在資源，這些
不論是正式、非正式的往來，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交互作用，
都影響著企業的整體營運。故，未來研究或許能進一步探討各社會企業餐廳的社會互動
(social interaction)，如不同餐飲型態的社會網路是否有差異？而這些社會網路分別為社
會企業餐廳帶來了何種資源與影響等。
最後，因社會企業強調改善社會問題，或許後續研究可嘗試用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的方式，嘗試以有計畫和系統的模式，為社會企業餐廳解決實務上的問題，如
嘗試行銷策略導入，為餐廳設計不同的行銷方案，可比較有行銷方案導入前後的銷售狀
況即透過消費者問卷，詢問顧客主觀的知覺價值感受。或者，亦能引入不同的營運方針
和用餐模式等。需要注意的是，若嘗試行動研究，應在事前多番進行深度參與觀察並與
餐廳管理者、現場人員討論，以對症下藥，針對問題來擬定研究方向。

第四節

研究貢獻

在先前研究中，尚未出現社會企業餐廳的概念，僅以非營利組織商業化或社會企業
等稱之，故本研究參考過往學術研究，以及目前臺灣產業現況，建構出符合當前社會企
業餐廳的類型建構和概念定義。而現有餐廳研究多半是以創業者或消費者為研究對象，
較少研究全面性的訪談各利益關係人，故本研究以社會企業餐廳利益關係人之參與動機
和社會價值創造為主軸，通過訪談和參與觀察研究發現，描繪更清晰的社會企業餐廳的
輪廓。特別是因本研究提供了員工和合作夥伴的視角，讓我們能更好的去理解該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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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社會企業餐廳實際運作方式。
在臺灣，雖張世哲 (2017) 和林金展 (2018) 等已分別對本研究所指稱之社會企業
餐廳進行個案研究，然鑒於地區特殊性，加上社會企業餐廳仍是屬於相當新穎的概念，
更多的個案研究是有其必要性的。再者，張世哲 (2017) 研究餐廳為剩食餐廳，偏向環
境友善型社會企業餐廳；而林金展 (2018) 的餐廳則屬於互惠共享型的社會企業餐廳，
然啄木鳥的家 casa+主要為就業整合型的社會企業餐廳，以幫助偏鄉青少年為主，並兼
具三種類型餐廳，不論是在本質或研究結果上都與過往研究有些許差入，故本研究的發
現仍有其價值和參考性。
整體來說，社會企業餐廳的發展和社會價值創造不容小覷，而本研究如同一塊拋向
社會企業學術領域的磚頭，期望能引發更多學術關注以及相關研究的投入，推動產業界
和整體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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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社會企業餐廳創業者的訪談問題

一、在臺灣的社會企業餐廳:
1.

請問您的餐廳是否在臺灣正式註冊為“社會企業”?
1

2.

Yes

2

No

呈上，若為「是」，請問有哪些標準去做界定? 社會企業和非營利組織有甚麼
不同?

3.

社會企業需有多少比率的營收要保留或再投資或於社會目的？

4.

若「沒有」正式註冊為社會企業，請問有甚麼因素阻撓您?

5.

請問您在未來有意願註冊為社會企業嗎?
1

Yes

2

No

二、請問可以告訴我們更多關於您的社會企業餐廳嗎?
1.

您餐廳的類型:

2.

餐廳運營的年份:

3.

餐廳的座位數:

4.

餐廳的全職員工數:

5.

餐廳的兼職員工數:

6.

餐廳的營業時間:

7.

餐廳的年度預算?

8.

餐廳的主要資金來源:

( 如:食物/料理的種類、餐廳的型態 )

NT$

三、角色:
請問您目前在啄木鳥的家 casa 扮演甚麼角色，能不能和我分享一下您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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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餐飲業進行社會創業的動機:
1.

是甚麼因素促使您創辦啄木鳥的家 casa+?

2.

請問有任何特別的原因讓您去做這件事情嗎?

3.

有甚麼因素讓您願意繼續經營啄木鳥的家 casa+？

4.

未來您希望在啄木鳥的家 casa+達成甚麼目標？

五、社會價值創造
1.

您覺得啄木鳥的家 casa+創造了哪些社會價值?

2.

您覺得透過創辦和經營管理啄木鳥的家 casa+，對您帶來了那些社會價值?

3.

您覺得啄木鳥的家 casa+提供甚麼價值給員工?能滿足員工的何種需求?

4.

您覺得啄木鳥的家 casa+提供甚麼價值給顧客?能滿足顧客的何種需求?

5.

您覺得啄木鳥的家 casa+提供甚麼價值給合作夥伴?能滿足他們的何種需求?

6.

您覺得除了上述以外，啄木鳥的家 casa+還創造了哪些社會價值?

六、個人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

1

2.

您的年齡:

1
5

男
未滿 20

50-59

女

2

20-29

2
6

7

30-39

4

40-49

65 以上

3.

您的國籍:

4.

您的婚姻關係:

5.

您的教育程度:

6.

您的職稱:

7.

請問您在您目前的工作職位服務多久了?

8.

除在您的社會企業餐廳服務以外，請問您有擔任其他全職工作或經營其他事
業嗎?

臺灣

60-65

3

1
1
1

1

2 其他:

單身

高中以下

2 已婚,
2

高中

無小孩

3 已婚,

3 大學/專科

有:

年

2

~ 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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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有小孩

4 碩/博士以上

月

附錄二

社會企業餐廳員工的訪談問題

一、角色
1.

請問您目前在啄木鳥的家服務多久了？

2.

您在啄木鳥的家 casa+扮演甚麼角色，能不能和我分享一下您的工作內容？

二、在社會企業餐廳的工作動機:
1.

請問您當初為甚麼會想加入啄木鳥的家 casa+？

2.

有甚麼因素讓您願意留在啄木鳥的家 casa+繼續服務？

3.

未來您希望在啄木鳥的家 casa+達成甚麼目標？

三、社會價值創造
1.

您覺得啄木鳥的家 casa+創造了哪些社會價值？

2.

在啄木鳥的家 casa+服務，您覺得您的收穫是甚麼 (錢、知識、能力等)？

3.

您覺得啄木鳥的家 casa+提供甚麼價值給顧客？能滿足顧客的何種需求？

4.

您覺得啄木鳥的家 casa+提供甚麼價值給合作夥伴？能滿足他們的何種需求？

5.

您覺得除了上述以外，啄木鳥的家 casa+還創造了哪些社會價值？

四、個人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

1

2.

您的年齡:

1
5

男
未滿 20

50-59

女

2
2

20-29

330-39

60-65

6

65 以上

7

3.

您的國籍：

4.

您的婚姻關係：

5.

您的教育程度:

6.

您的職稱:

7.

請問您在您目前的工作職位服務多久了?

8.

除在您的社會企業餐廳服務以外，請問您有擔任其他全職工作或經營其他事
業嗎?

1

臺灣

440-49

1
1

1

單身

2 其他:
2 已婚,

高中以下

2

無小孩

高中

有:

3

已婚, 有小孩

3 大學/專科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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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4 碩/博士以上

月

附錄三

社會企業餐廳消費者的訪談問題

一、角色:
1.

請問您是如何得知啄木鳥的家 casa+的?

2.

請問您第一次在啄木鳥的家 casa+用餐嗎? ( 是則跳第 5 題，否則繼續問 )

3.

請問您第一次來啄木鳥的家 casa+是甚麼時候?您曾拜訪過幾次啄木鳥的家
casa+呢?

4.

請問您至啄木鳥的家 casa+的消費頻率大約為何?

5.

能不能和我分享一下，您對啄木鳥的家 casa+的品牌印象呢?

二、在社會企業餐廳的消費動機:
1.

請問您 (最初/及此次) 為甚麼會想來啄木鳥的家 casa+用餐 ( 消費前的動
機，如：約會、家庭聚餐、觀光旅遊、慕名而來－為品嘗美食等)？

2.

您未來會願意再次光顧啄木鳥的家 casa+嗎?為甚麼 ( 再消費的動機 )？

3.

未來您希望啄木鳥的家 casa+提供或是改善甚麼服務 ( 再消費的動機 )？

三、社會價值創造
1.

能不能和我分享一下您在啄木鳥的家 casa+用餐的體驗或感受？

2.

您覺得在啄木鳥的家 casa+用餐的好處或收穫是甚麼？


在您用餐體驗中，你覺得啄木鳥的家 casa+的員工服務如何？



在您用餐體驗中，你覺得啄木鳥的家 casa+的餐點品質如何？



在您用餐體驗中，你覺得啄木鳥的家 casa+的整體環境 ( 如氣氛、裝潢
擺設等) 如何？



若有參加餐廳的主題活動，如微旅行、森林早餐、啄樂活動等，則在您
的體驗中，您覺得整個活動設計得如何？


3.

就您的觀點，您認為啄木鳥的家 casa+目前定價合宜嗎？

請問您知道啄木鳥的家 casa+是一間社會企業餐廳嗎？如果是的話，您覺得或
認為啄木鳥的家 casa+創造了哪些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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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費者個人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

1

男

2

女

2.

您的年齡:

1

未滿 20

2

20-29

50-59

5

3.

您的國籍:

4.

您居住的縣市：

臺灣

1

6 台中

嘉義

11 台南

12

13

屏東

14

台東

15 花蓮

16 宜蘭

6.

您的教育程度:

7.

您的職業:

1

單身

學生

2

6 住宿及餐飲業

運輸通信業

桃園

4 新竹

南投

8

4

高中

1

有小孩

4 碩/博士以上

傳統製造業

3

批發零售業

4 科技業

8 軍公教

11 文化媒體業

12 運動休閒業

14 其他:

元

20000~39999 元

2

5 80000~99999

家庭聚餐

4 觀光旅遊

3 已婚,
3 大學/專科

7

60000~79999 元

您此次用餐目的:

無小孩

不動產及租賃業

10

1 0~19999

您的月收入:

(可複選)

2

元

朋友聚會

慶祝特殊節日

5

3

6

40000~59999 元
6100000

(含) 以上

3 情侶約會

洽談公事

7 其他:

10. 除了啄木鳥之外，請問您曾到任何其他社會企業餐廳用餐過嗎?
1

有:

40-49

高雄

2 金融保險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9.

2 已婚,

高中以下

1

1

5 營造業

(台幣)

4

18 其他:

您的婚姻關係:

9

65 以上

彰化

7

10

離島地

7

3

雲林

5.

8.

2 新北市

9

17

30-39

2 其他:

台北市

1

苗栗

5

60-65

6

3

2

無

~ 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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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附錄四

社會企業餐廳合作夥伴的訪談問題

一、角色:
1.

請問您是如何得知啄木鳥的家 casa+的?

1.

能不能和我分享一下，您對啄木鳥的家 casa+的品牌印象呢?

2.

請問您是何時和啄木鳥的家 casa+形成合作夥伴，和啄木鳥的家 casa+的合作
方式為何?

二、在社會企業餐廳的合作動機:
1.

請問您最初為甚麼會想與啄木鳥的家 casa+進行合作？

2.

請問您選擇持續與啄木鳥的家 casa+合作的原因為何 (持續合作的動機)？

3.

未來您希望維持目前合作方式嗎？有無認為需要改善之處呢 (再合作的動機)?

三、社會價值創造
1.

能不能和我分享一下您和啄木鳥的家 casa+合作的經驗 (在合作期間中所發
生，印象較為深刻的挫折或是感動事件)？

2.

您覺得啄木鳥的家 casa+創造了哪些社會價值？

3.

與啄木鳥的家 casa+合作，您覺得您的收穫是甚麼 (錢、知識、能力等)？

4.

您覺得除了上述以外，啄木鳥的家 casa+還創造了哪些社會價值？

四、合作夥伴個人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

1

男

2

女

2.

您的年齡:

1

未滿 20

2

20-29

5

50-59

3.

您的國籍:

4.

您居住的縣市：
5

義
島地
5.

臺灣

1

苗栗
11 台南

6

1

台北市

6 台中
12 高雄

13

60-65

3

30-39

7

65 以上

4

2 其他:
2 新北市
7 彰化

3

桃園

4 新竹

南投

9

14

台東

15 花蓮

無小孩

s

屏東

8

雲林

1

單身

2 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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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婚,

有小孩

嘉

10

16 宜蘭

18 其他:

您的婚姻關係:

40-49

17

離

6.

您的教育程度:

7.

您的職業:

1

5 營造業
9

1

高中以下

學生

幣)

元

430000~39999

元

7

9.

傳統製造業

批發零售業

7

4 科技業

8 軍公教

11 文化媒體業

12 運動休閒業

210000~19999

60000~79999 元

5

元

3

40000~49999 元

880000~99999

20000~29999 元 (台
6

50000~59999 元

9100000

元

您在啄木鳥的家 casa+所擔任的角色：
1

食材供應者

5 微旅行接應人員

13

14 其他:

1 0~9999

您的月收入:

4 碩/博士(含)以上

3

不動產及租賃業

1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8.

3 高中

2 金融保險業

6 住宿及餐飲業

運輸通信業

2 大專

2 志工

3 股東/贊助商

6 政府官員

7

其他：

~ 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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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創品供應者

(含) 以上

附錄五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暨餐旅管理研究所的碩士生邱筠庭，目前在本所麥康妮
副教授指導下進行「不同利益關係人對社會企業餐廳參與動機與社會價值創造之探究：
以啄木鳥的家 casa+為例」研究，藉此希望能有助於社會企業餐的永續發展。為收集豐
富的資料，本研究採訪談方式以瞭解社會企業餐廳的各種面向，在訪談前將告知研究的
議題與目的，而有關受訪者的權益說明如下：
1. 您的參與性質是完全志願性質的，您可隨時要求退出研究。
2. 我們的討論會使用數位產品記錄。請放心，您的名字會以匿名呈現，且所有信息將
嚴格保密，僅供學術目的使用，並不會衍生專利權或其他商業利益。
3. 訪談的資料將由本研究的研究人員進行分析，相關資料決不交給研究計劃以外的人
員，資料分析的處理上也將以嚴謹的代碼來保護受訪者的身分，做到個人資料保密
之目的。
4. 訪談的資料將於論文發表結束後，由研究員邱筠庭負責銷毀。

如果您已經充分了解研究內容與您的相關權益，並同意參加本研究，請在以下的欄位
上簽名。非常感謝您的熱心協助。
（一）參與者
簽章：
日期：年月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研究員簽名：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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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日期:

現場觀察紀錄表

時段：

地點:

Activity
(活動)

Enviroment
(環境)

Interation
(互動)

Object
(環境物件)

User
(使用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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