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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以社会企业促进残疾人就业的经验和启发 

——基于对台湾若干社会企业的质性研究 

 

研究计划书 

第一章 研究主题 

第一节 选题背景 

劳动就业，是民生之本。对于残疾人来说，拥有一份可以自给自足的工作，实现经

济上的独立，既是出于维持个人和家庭生活的需求，也是他们能够真正自尊自信自强自

立地走向社会、参与社会的必要前提。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大多数残疾人具有劳动能力，

只要有适当的评估、训练、安置和扶助，都能从事工作。然而，数据告诉我们，2014

年上海市处于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共有 164510 人，其中有 7．2 万残疾人尚未就业

（43.8%），残疾人家庭年收入和一般人群相比存在较大差异。（2011 年，上海城市家庭

人均年收入：2.22 万（残疾人） vs 3.62 万（一般人）,61%）。除此之外，根据另一课题

组研究，上海残疾人就业需求正在从生存性需求转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性需求，这意味着

上海残疾人在就业过程中除了解决温饱问题之外，还追求更高水平的收入、个人能力的

提升、尊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残疾人就业的生存性需求、发展性需求巨大，但残疾人

就业面临着社会偏见与歧视、制度不平等、就业障碍、物理环境的障碍等各种社会排斥

以及残疾人自身观念偏差等问题，致使残疾人就业率不足 50%，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不

足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贫困问题比较突出，残疾人就业稳定性较差，自我价值实现不

足。 

为促进残疾人就业，上海市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都发挥了其作用，政府能为残

疾人提供的庇护式就业，但岗位数量有限，只能满足部分残疾人的生存性需求，政府失

灵；企业按比例吸纳残疾人就业，但存在不公平对待残疾员工等弊端，契约失灵；非营

利组吸纳残疾人就业，但资金不足，造血困难。而社会企业兼具社会目标和商业手段，

可以为残疾人提供更多样、更符合需求的就业机会，提供同工同酬，提供个性化的就业

培训，同时自我造血功能良好，重要的是，在理念上社会企业更关注个人的差异性，关

注个人的优势和需求，关注残疾人就业过程中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可以弥补政府失灵、

企业契约失灵、非营利组织造血困难的不足。但在国内的现实环境中，社会企业仍处于

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企业如何正确定位？社会企业如何发展并且参与到残疾人就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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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社会企业在参与促进残疾人就业过程中会遇到哪些自身和环境的障碍？如何解

决这些障碍从而更大程度、更深层次地促进残疾人就业？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台湾的残疾人就业促进机制与大陆的具有一致性，台湾政府兴办庇护工场，相当于

上海的福利企业，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台湾出台法律强制要求企事业单位按一定比

例吸纳残疾人就业，这与上海乃至大陆推行的企业按比例分散就业的制度设计类同；台

湾残疾人事业整合社会资源，与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的展开多层面合作，形成了丰富

的实务经验和理论总结，上海残疾人事业中也越有越多地出现社会资源力量的作用；台

湾社会企业发展也经历一个从舶来品到本土化的过程，社会企业如何参与到促进残疾人

就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的障碍和实务经验，都将对上海乃至大陆的社会企业助残就业

方面有很高的借鉴意义和启发。 

第二节 研究意义 

对于残疾人而言，就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就业不仅使得残疾人解决温饱、摆脱

贫困，而且可以让他们实现自我、融入社会。上海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仍存在许多不

足之处，残疾人就业的刚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仍未得到较好满足。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

面，社会企业作为新的主体，有其时代的使命与挑战，急需要台湾这样一个具有同质性

的社会文化的地区给予一些经验和启发。 

本项目希望通过梳理台湾在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完整机制、社会企业助残就业的历史

和现实状况，厘清了“社会企业”的概念和现实应用，并且归纳总结了国外社会企业促

进残疾人就业的模式和经验，着重以残疾人服务的社会模式、福利精准化、全纳式视角

的理论为依据，对社会企业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的实际操作模式进行了详尽的探析，

并对相应的政策环境进行解读和分析，最终总结出台湾的经验和模式，提出对上海市社

企助残就业的建设性建议，以满足残疾人就业的现实需求、解决实际的就业问题。这对

于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二章 文献回顾 

第一节 社会企业的概念 

社会企业的概念界定一直以来都是颇具争议的话题，由于社会企业实际运用广泛，

学者们也无法得出一致的定义。“社会企业”一词最早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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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在 1994 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

认为社会企业是指既利用市场资源又利用非市场资源以使低技术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的

组织1。此后各国学者们针对社会企业进行了概念研究。以下介绍欧洲、美国、中国对

社会企业的概念界定。 

陈金贵（2002）提出欧洲社会企业的概念讨论主要和第三部门的变革相联系，认为

社会企业是从非营利组织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社会企业组织。Thomas（2004）认为社会

企业作为第三部门的要素之一，它的发起代表了传统福利系统转变为混合系统的过程。

Defourny（2001）指出社会企业的本质是融合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特征的组合，交叉

的部分也会不断增加，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美国学界对社会企业的概念界定非常广泛，认为社会企业包括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

营利公司、以追求商业利润和社会目标为双重宗旨的组织以及从事商业活动的非营利组

织，其中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是美国实务界更为强调的社会企业的概念含义，将市场形

态关系引入到社会福利领域，这是美国社会企业最主要的组织特质。此外，美国社会企

业实践强调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家精神，学界也更偏向于使用“社会企业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这一概念2。 

中国港台地区对社会企业的实践和研究较之大陆更为丰富。香港的社会企业没有统

一的定义，香港政府认为社会企业是一盘生意，社企所得利润主要用作在投资于本身业

务，以达成既定的社会目的，而不是分给股东3。香港社会企业的发展更偏重其社会经

济功能，而台湾的“社会企业化经营”概念和欧美的概念大致相符，也将社会企业界定

为“第三部门”范畴，认为社会企业除指涉企业的非营利化，即企业慈善及社会责任的

展现外，也包含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以及于创立初始直接以达成社会目标，并以商业

手段运作而成立之组织。 

金阿特洛 （Kim Alter） 的社会企业可持续性发展光谱（见图 1）较清晰地呈现了

社会企业和企业社会责任、非营利组织企业化的异同，以及企业和非营利企业向社会企

业转变的过程。该发展光谱表明，传统非营利组织为了提高社会可持续性积极整合商业

手法以支持社会项目，即非营利组织的企业化；传统盈利企业为了提高经济可持续性，

                                                             
1
 王名，朱晓红．社会企业论纲，中国非营利评论[J]．2010(2)． 
2
Van Til，Jon．，Growing Civil Society：From Nonprofit Sector to Third Space． 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0，PP．13．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EB/OL]．http：//www．social-enterprise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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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社会目标以促进经济目标的实现，即社会责任企业，二者最终都走向具有可持续性

平衡的社会企业，同时实现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目标。因此，可以说社会企业是

一个兼具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混合体。 

 

图 1  Kim Alter 的可持续发展光谱4 

（图片来源于：Kim Alter，Social Enterprise Typology） 

 

我国内地学者对社会企业的概念界定也体现了社会企业的混合体特征和可持续性。

王名、朱晓红（2010）在梳理国内外有关社会企业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了社会企业的认

识框架，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企业定义为一种介于公益与营利之间的企业形态，是社会

公益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一种表现为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双重属性双重特征的

社会组织5。潘小娟（2011）从社会企业所具有的共同的基本特征出发，认为社会企业

是介于传统的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以社会责任感而非利润驱

动的，为实现既定的社会环境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而进行商业交易的组织6。杨家宁（2009）

认为社会企业是非营利组织面对经费紧缺及为提高自身运行绩效，以企业行为来解决社

会问题，实现非营利组织社会使命的组织形式，指出社会企业并非是特定的社会背景下

的企业现象，因为社会企业给予社会价值的创造优先于盈余的获取，因而对社会企业的

社会价值或者说社会影响如何评价，是社会企业研究和实务领域的重大课题7。我国民

间组织管理局具体阐述了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认为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是满足社会需

要、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员工发展、建立社会资本、推动可持续发展8。 

总的来说，秉承社会目标、采用商业行为的组织就可以作为社会企业的概念和判断
                                                             
4
 Kim Alter，Social Enterprise Typology [EB/OL]．http://www．virtueventures．com/typology，2007． 
5
 王名、朱晓红．社会企业论纲，中国非营利评论[J]．2010(2)． 

6 潘小娟. 社会企业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2011.07． 

7 杨家宁.社会企业研究述评——基于概念的分类[J],广东行政学院学.2009.03． 
8
 中国社会组织网[EB/OL]．http://www．chinanp．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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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亦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社会企业透过商业手法运作，

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它们所得盈余用于扶助弱势社群、促进小区发展及社会企业本

身的投资。它们重视社会价值，多于追求最大的企业盈利。9本文主要采用台湾地区对

社会企业的界定，认为：社会企业的概念包括企业化的非营利组织、社会责任企业的准

社会企业，也包括创立初始直接以达成社会目标、用商业手段运作的纯社会企业。 

第二节 社会企业的类型 

赵俊阳（2012）将社会企业按照目标和宗旨分为工作整合型、中介服务型、特殊人

群产品服务型、公益创新型四种类型。 

1、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主要包括那些提供工作岗位雇用社会弱势群体或残疾人

就业的社会组织，以及向这些群体提供相关就业能力培训和就业服务的社会企业，这类

社会企业在国外与港台地区比较普遍，例如台湾的喜憨儿烘培工坊，近年来大陆也日益

增多，如上海的欣耕工坊、深圳残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 

2、中介服务型社会企业，主要是指提供特定的便民服务与信息给服务对象，使他

们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获得所需的服务或产品，其担任中介者角色，如南京的龙王庙邻里

互助站，为居民提供家政、房产等有偿咨询服务，遇到困难户、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

互助站就提供低偿和无偿的服务； 

3、特殊人群产品服务型社会企业，主要是指那些为了解决由社会问题产生的特定

领域的需求而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的社会企业，这些社会企业的服务领域主要包括养老

服务、特殊儿童服务、残疾人服务等方面，如南京的爱德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社区高

龄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4、公益创新型社会企业，是指具有公益理念并且从事公益领域事业发展的社会企

业，其依托公益创新精神和企业化运作模式来经营组织发展，而不是按照传统的非营利

组织模式来运作，以求实现其独立运作、自造财源、可持续发展，如绿石环境网络，致

力于城市社区环保项目开展及青年环保组织发展支持。10 

第三节 发达地区助残类社会企业发展和政策环境 

1、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支持社会企业发展 

                                                             
9 中国社会组织网[EB/OL]．http://www．chinanp．gov．cn 

10 赵俊阳. 社会企业运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之分析——以南京为例[D]. 南京大学, 2012.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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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 2005 年成立由财政司长领导的扶贫委员会，支持社会企业以创新模式自

力更生，提供社区就业机会，鼓励失业人士投入就业市场。民政事务局在扶贫委员会于

2007 年 6 月届满后，接手负责促进社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2009 年正式提出成立“社

企咨询委员会”推动社会企业发展，民政事务总署已成立社会企业支援小组，推行各项

计划，加强支援社会企业发展的工作及加深公众认识。此外，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于 2006

年 2 月成立社会企业资源中心，向社会企业及有意愿成立社会企业的人士提供一体化服

务，包括培训、经营社会企业等顾问服务，成为社会企业经验交流和价值推广的平台。 

2、实施社会企业行动计划，助力社会企业运营与发展 

2002 年，在社会企业领域参与下，英国政府推行为期三年的社会企业策略(DTI Social 

Enterprise Strategy，2002)，该策略旨在达成为社会企业营造有利的环境、使社会企业成

为更有作为的商业运作、发展社会企业数据库和提高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识，建立社会

企业的价值三大目标。英国政府在 2006 年 11 月发表《社会企业行动计划:勇攀高峰》

(Social enterprise action plan:scaling new heights)。具体包括培育社会企业文化、确保那些

正在运行的社会企业可以获得有用的信息和合理化建议、确保社会企业的融资渠道、帮

助社会企业与政府合作四方面内容。2009 年 9 月英国内阁第三部门部长 Angela Smith 正

式发布了《好交易 2009：社会投资年鉴》。作为首部社会投资年鉴，它汇集了众多社会

投资的新思路和案例分析。2010 年新一届联合政府启动“大社会”项目，公民社会办公室

取代原第三部门办公室，制定并颁布了《建设更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发展战略。其中设

定了政府的初步举措，来帮助社会企业、慈善组织、志愿组织和社区团体抓住在公共服

务改革及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权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机会11。 

3、制定社会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促进社会企业的规范化发展 

（1）积极争取社会企业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和公众接纳 

社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商业企业、非营利组织、社区民众、服务受众（员

工）、社会企业家、专家（学术研究机构）、媒体，以及各种中介机构等。政府是政策的

制定者，也是社会企业的合作方，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不同层面同属社会企业的生

态区域，服务受众、社区民众、专家、媒体及各种中介机构则影响社会企业社会认知合

法性的建构（刘小霞，2012）。 

香港社会企业的发展，在总结社会企业整体发展策略的基础上，宣传、鼓励和推广

                                                             
11 于晓静. 国外社会企业的发展及其启示[J]. 社团管理研究, 2011,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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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运作模式的精髓；举办论坛，提升社会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知和了解，调动商业企

业和社会公众的支持和参与。同时，高校教育中推广社会企业的概念，使高校充当社会

企业与私营机构之间的重要桥梁，着力深化企业的人才培育。高校可以考虑把社会企业

培训课程纳入教学课程，向学生推广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企业精神。 

建立社会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机制。比如香港政府增拨三千万万港

币予民政事务总署用作推行“伙伴倡自强”社区协作计划，以便在地区层面推动可持续

的预防和纾缓贫穷措施，这有助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创业支持，各项集中协助就业

的计划（包括社会企业）都会优先考虑。 

（2）打造有利于社会企业发展的社会政策及法律规制环境 

英国对于社会企业订有《社区利益企业法规，2005》（The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Regulations，2005），该法规的第二章“社区利益检验与企业排除”(the 

community interest test and excluded companies)，第三条将有关政治活动的公司，如政党

的公司，政治竞选的公司和附属于政党或具有政治竞选目的的公司，均排除在社区利益

企业之外。此外，英国政府《2004 年公司（审计、调查和社区企业）法令》中为社会

企业提供一个独特及易于识别的法律身份。 

另外，王世强在法律法规制定方面做了一定补充。他认为，为了促进社会企业部门

的发展，建立一个承认其特殊性的基础性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解决社会企业面临的

制度障碍。传统上，各国一般都有针对普通企业的法律框架，欧洲社会企业传统上一直

采取合作社或协会的形式。近年来，为了突出社会企业的重要性和改善社会企业的制度

环境，意大利、英国、波兰和韩国等国进行了社会企业立法或对法律修订（见表 1）12。 

表 1 世界各国的社会企业立法 

（3）提供经营资金支持 

美国政府的资金支持主要体现在建立非营利活动的税收调节上，具体表现为：1950

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已用无相关业务所得税处理非营利性组织的收入税收问题 2000

                                                             
12 王世强. 政府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3, (02)． 



复旦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  陈露  Email：15210730042@fudan.edu.cn   Tel:86+13122700767 

 8 

年联邦政府推出的《新市场税收抵免方案》(NMTC)，推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创造

就业机会。根据 NMTC 的规定，投资者如果投资在促进低收入地区发展的“社团发展基

金”。可以从联邦所得税中获得税收抵免。这种投资超过 7 年，得到的所得税抵免可达

投资额的 39％；，2003 年推出相关税务优惠计划，为扶助弱势社群的私营企业提供税务

优惠。2004 年美国国内税收局规定，允许非营利组织与营利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合

作，而不必担心失去豁免或交纳无相关业务税收。 

（4）通过创新制度提升公益企业的融资能力 

如增设附属会员或合作会员，让外来投资者持有公益企业的股份，还容许合作社发

行债券。台湾政府筹集资金以支持社会企业化经营活动。制定《公益劝募条例》，提倡

捐赠及款项使用透明化。提供机会，让社会企业为机构供货商品或服务。捐款资助设立

或扩展社会企业，通过相关措施把非营利团体纳入商业活动，赢得资金来源。 

（5）开设社会企业的培训课程，提升社会企业的竞争力 

西班牙政府制定并出台了加强社会创业教育的各种政策措施，为公益企业培养高素

质的创新创业人才发挥了积极地作用。如在中学教育中大力推行“微小企业创办计划”，

要求中学生多参加社会创业实践，加快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同时，强化有关社会创业教育的师资培训；要求职业技术学校以培养社会创业人才为主

要教育目标；要求普通高校增加学生社会创业实践教育。 

（6）政府给予创业扶持 

香港政府给予社会企业创业扶持。2001 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相继推出了针对不

同目标的社会企业专项资助基金，包括“创业展才能计划”、“社区投资共享基金”、“伙

伴倡自强—社区协作计划”等。这些政府“种子基金”不仅给予社会企业启动资金补贴，

还对资助期内的社会企业经营进行监督和指导，资助期结束后再给予评估鉴定，有效地

扶持了 NPO 和社会企业家创业，从而创造出具有香港特色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13。 

（7）推行绿色行政措施 

在西班牙国内，为了方便各群体及个人创办公益企业，西班牙政府推出了许多行政

措施。 比如，政府部门专门开通了关于创办公益企业的“咨询和策划窗口”的网站，

便于人们网上了解申办公益企业方面的知识。同时，政府还开通了“咨询及申办窗口”

的网站，为计划创办公益企业的弱势群体提供咨询服务，为个人和组织在网上完成申办

                                                             
13 解韬, 吴天青. 香港发展社会企业的经验及对广东的启示[J]. 残疾人研究, 2013, (02):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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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企业的大部分行政手续提供方便。除此之外，政府还与西班牙工商协会联合推出“业

务专窗”平台，为公益企业及其他中小企业提供综合服务。总之，这些措施既简化了创

办公益企业的行政手续，节约时间，又降低了创办公益企业的行政成本。 

（8）建立社会企业价值 

美国的社会企业主要系强调“社会企业精神”，社会企业精神主要体现为社会企业

光谱中的组织在实践社会企业精神时的活动，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包括：非营利组织在

财政日趋窘迫的情况下与企业联合，各自发挥自身的优势获得政府的契约外包项目；以

及非营利组织自身参与企业创投活动14。 

英国政府非常注重建立社会企业的价值，培育社会企业文化。建立成功社会企业的

数据库，并委任 20 名社会企业大使，以提高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识和了解；加强向学

校提供有关社会企业的介绍，并宣传学校参与社会企业的成功例子；与资格及课程局

(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 合作，加强把社会企业商业模式融入中学教育综

合证书课程、高级程度课程及其它商科课程等，并加强对社会企业的研究，及鼓励社会

企业界与传统的私营机构联系，例如推动社会企业与商界领袖讨论如何以社会企业发展

商业活动。 

 

第三章 理论基础 

第一节 全纳视角 

1、基本概念 

全纳视角缘自特殊教育,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改革的推进,全纳视角所倡导的

公平、互助、合作的全新理念已被社会诸多领域所接纳和承认。 

全纳式视角下的残疾人就业的目的是要促成一种追求公正、机会平等和民主参与的

全纳工作环境。对阻碍这种追求的任何障碍（排斥）都应该加以确认、质疑和消除。其

范围不仅仅是针对残疾人员工工作领域，而是要解决包括残疾人员工在内的所有特殊员

工（员工的特殊需要）的需求问题。 

2、社会排斥理论 

                                                             
14 严中华，杨丽，杜海东.英美公益企业发展的比较研究及其思考[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8, (02):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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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纳视角是相对于社会排斥而言的。国内外学术界对“社会排斥”的定义是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本文选用 2004 年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提出的综合性定义，

即“社会排斥是某些个人由于贫穷、缺乏基本技能和终身学习的机会，或者由于受到歧

视，导致他们被推入社会边缘，无法全面参与各项社会活动的过程15。”我国的残疾人不

仅面对就业排斥，还面临观念排斥、教育排斥、制度排斥以及环境排斥等各个领域的排

斥，这些排斥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形成难以法突破的严重的恶性循环（见图 2） 

 

 

 

、 

 

 

 

 

 

 

第二节 残障的概念的“整合”模型 

整合模式认为残障是指因伤残状况恶化或社会环境中存在障碍所造成的任何内在

外在或交互限制。16 

关于残疾人就业问题，整合模式认为个体自身的不利状况和社会环境中阻碍共同引

起就业问题，应当由个人和社会共同承担责任，以重构适合残障者身心特点的工作。 

第三节 福利精准化 

精准化福利，即粗放化福利的对称，是针对不同区域环境、社会成员的不同需求，

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福利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服务、精确管理的方式，真正实现优

化整合福利资源，有效提供福利政策和社会服务的新理念。对于残疾人而言，不同类型

残疾人、不同年龄和能力适合不同的岗位，应当对这些残疾人的优势和需求进行精准识

别和精准管理。 

 

                                                             
15 熊光清.欧洲的社会排斥理论与反社会排斥实践.国际论坛,2008 年第 10 卷第 1 期. 
16
 林淑玟．整合残障概念模式之初探．特殊教育与复健学报[J]．2007(17) 

观念排斥 制度排斥 

教育排斥 

环境排斥 就业排斥 

残疾人 

 

图 2 残疾人遭遇的社会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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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与架构 

第一节 研究问题 

本次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台湾推动残疾人就业的社会企业运作模式是什么？包括这些社会企业的自身

商业模式提供残疾人就业服务的服务输送模式。 

二是，台湾社会企业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外部（政策）环境如何？有什么不利因素和

有利因素？对于上海有哪些可供参考的经验和启发？ 

第二节 研究方法 

本文拟以文献分析法为基础，结合访谈法收集台湾社企相关资料，进行个案研究的

方式来展开关于社会企业参与、促进残疾人就业的研究。首先分析 1999-2014 年涉及台

湾残疾人就业模式、社会企业参与残疾人就业情况的期刊文献、政策文件。其次采用个

案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实地观察法和无结构访谈对这些社会企业的负责人、管理者进行

深度访谈，收集这些社会企业发展历程和现状以及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的一手资料。本

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根据社会企业类型对台湾社会企业进行分层，分为工作整合

型、中介服务型、特殊人群产品服务型、公益创新型四类社会企业，在每个类目当中（判

断抽样）选取其中较为成熟的社会企业。 

第三节 研究架构 

 

图 3 研究架构图 

结合研究问题，本次研究的研究架构（见）主要分为社会企业运作模式及其政策环

境两大块内容，通过对社会企业的个案研究，探讨台湾社会企业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

的经验和模式，在此基础上为上海社会企业助残就业提供借鉴和建议。 

 

社会企业

助残就业

社会企业

运作模式

商业模式

服务输送模式

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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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预期成果 

本次研究结合台湾现有的残疾人就业促进机制，采用文献分析、个案研究等质性研

究的方法，对台湾社会企业促进残疾人就业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归纳出一套社企助残

的“台湾模式”，为上海社会企业助残就业事业的发展提供实务经验和启发。 

具体来说，首先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界定社会企业的定义和角色，梳理国内外社会

企业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模式与经验，并且厘清台湾现有的社会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度；

在此基础上，结合对若干个台湾社会企业的个案研究，探讨台湾残疾人就业促进的历史

发展与现状，对其中社会企业助残就业的参与情况、参与方式、成效、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以及政策环境进行系统整理，从残疾人服务的“社会模式”、福利精准化、全纳式的

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促进残疾人就业的社会企业的运行模式及其所需的政策环境；最后，

归纳总结社会企业参与残疾人就业服务的个案经验，并据此提出社会企业促进不同类型

残疾人就业的运行模式和社会政策倡导，为发展上海乃至大陆社会企业促进残疾人就业

服务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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