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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研究從根本性的組織層級策略規劃著手，想瞭解策略規劃對非營利組織中

的社會福利機構，在擬定組織發展方向及因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有那些

是符合策略規劃之概念及做法？而其影響如何？以期待能回答以下之問



題：（1）瞭解非營利組織中的社會福利機構在其所欲達成的使命之下，

所擬定之組織層級策略為何？（2）社會福利機構是透過機構內外的何種

方式、資源而形成上述的策略？（3）社會福利機構在擬定上述的策略

時，受到什麼樣的內、外因素影響？而決策單位對於這些影響因素的認知

與判斷為何？（4）社會福利機構策略規劃的執行過程是否曾進行過修

正？其內容及對於使命達成的情況為何？希望能夠經由研究結果之具體概

念整理歸納，瞭解社會福利機構在組織運作的技術及工具發展時，所運用

之組織層級的策略性思考及規劃方式的成效。 本研究將嚐試與六個社會

福利機構（直接服務 3、政策倡導 2、資源連結 1）的一級執行主管（秘

書長或執行長）進行深度訪談，採取開放式的訪談方式進行，以瞭解機構

運作過程中策略的轉變及執行上的實際狀況。以做為本研究進行機構面對

組織內、外環境變化的解讀、因應策略及其成效的分析。 研究結論發

現：（一）社會福利機構的新發展階段主要是因為其願意回頭看：策略規

劃的運用即是當機構面臨困境或轉折點的情況時，藉由較長時間的回顧、

瞭解與分析，為機構選定其核心的發展策略，再由工作人員依其方向擬定

策略計畫及年度目標。（二）不同類型的機構，對於策略規劃的需求情況

不同：研究結果發現擴散型的機構都有進行策略規劃的步驟，只是主要的

依據不同。而聚合型的機構中，屬於資源連結的Ｄ機構，嚐試進行策略規

劃，但因外在及內部因素的變動而暫停。屬於政策倡導的機構（Ｅ、Ｆ）

則是除了最早的策略性結盟之外，仍舊持續堅持原有機構目標，並以追求

更專業化、更精緻化為機構發展的策略。（三）策略規劃的執行有助於強

化組織的穩定發展：提供了一個長遠性的思考模式，讓組織發展能夠依其

所擁有的資源做長遠的規劃，這其中也包括了相關的人事及經費預算能否

配合計畫的執行等。（四）藉由策略規劃釐清與政府間的關係，以掌握組

織的自主性：運用策略規劃的過程，真實地呈現組織的現況，是能夠非常

清楚地區辨機構的自主性及走向。（五）社會福利機構絕非管理的弱者：

近幾年開始大量嚐試用各項管理技術，試圖解決機構所面臨的困境。

（六）社福機構間的支持網絡正好防止運用管理所帶來的競爭：社會福利

機構間的關係是彼此相互緊密連結的，即使互有競爭，但仍有合作的機制

存在，其原因或許要追溯到組織成立初期結盟互助的經驗。（七）策略規

劃的精神落實重於實際執行：對於機構使命的體會、內外資源的掌握、對

各項訊息的認知與判斷、環境變動的預測、執行成效的評估等重要環結是

否能時時緊密結合，環環相扣。其重要的關鍵都在於從第一線的實務工作

者到領導、決策階層的每位工作者，是否建立策略規劃的精神，並於每日

實際的工作過程中，不斷地反省、思考、創造機會   因此，本研究建

議：（一）就未來研究方向上：社會福利機構對於組織管理技術運用的狀

況調查、組織核心策略落實到年度計畫的過程及對組織內部的影響、以使

命為基礎的非營利組織管理模式之探討（二）對社會福利機構實務運作方

面：鼓勵實務研究，隨時掌握組織內外狀況、推展非正式的團體以分享管

理實務經驗為主。（三）對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方面：增加相關課程的學

習、放寬學生學習多元化選修不同專業的管道。為非營利組織中的社會福

利機構之策略規劃，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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