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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治理？ 

  「治理」（governance）通常被運用至各類制度脈絡中以探討權力運用的

情形。治理的核心問題在於權力的行使、利益的分配及責任歸屬上。進一步

來說，治理的概念比管理更寬廣，凡是組織界定、政策及決策過程的建構、

分配權力的機制之建立、執行任務程序的過程設定等決定或行動均為治理的

內涵。 

  行政學者Gies、Ott與 Shafritzs（1990）認為：「治理是一種監督與管理，

當一群人為了非營利的目的，共同籌組法人團體時，治理的功能便已產生。」

一般而言，治理是指董事會為組織所採行的集體行動。Young（1993）認為

「治理」為非營利組織是否能有效運作的首要課題，他並將非營利組織的治

理明確界定為「非營利組織用以設定長期方向並維持組織統整的機制。」再

者，Hult 與 Walcott（1990）認為治理即是探討在整個過程中，有誰參與，

如何互動及如何決策的問題。一般而言，治理的論述多是以董事會的角色及

運作為探討核心。 

  此外，若視非營利組織為開放系統，則治理亦可分為對內管理及組織對

外的連結（linkage）活動，則決定組織使命、從事目標規畫、確保組織財務

健全、內部衝突的協調；及募款、提昇公共形象、與政府部門建立良好合作

關係等均分屬對內及對外的治理行為。非營利組織的治理可呈現四項特性：

1.組織使命與服務宗旨的體現是整個治理的核心；2.克盡良善管理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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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統理組織大政方針與重要活動；4.授權與分工的互動過程。因此，顯而易

見的是董事會與執行長之間的互動往往與組織成效有莫大的關連。 

二、董事會與執行長的功能 

  在有關非營利組織董事會治理行為的探討，早期學者多半著重於董事會

與執行長的權責分工，晚近則從動態的權力關係著眼，分析董事會與執行長

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建構出各種治理模型。 

（一）傳統的觀點 

  非營利組織中的董事會是組織內最高的決策單位，一般而言，是由三位

以上的董事所組成的多頭管理組織，依集體責任履行領導統御的職能，負責

實現組織使命與服務方針，並因應組織內外環境的變遷，維持組織的成長與

茁壯，同時也是非營利組織的最後責信單位。此外董事會需要對組織負起政

策制訂的責任，並於執行長、董事及各類利益關係者中，充任維持決策體系

順利運行的角色。歸納而言，吾人對於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會應有如下的認識： 

  1. 董事會是組織的一部份 

  2. 董事會是環境的一部份 

  3. 董事會是組織的界域擴張與控管的單位 

  4. 董事會成員提供組織賴以維繫的資源網絡之連結 

  持「管理系統」（managed system）理論觀點的學者認為，非營利機構的

董事會擁有下列六項基本的功能： 

  1. 高級行政主管的聘僱、工作表現的評估、建議，以及解聘 

  2. 長程策略方向的審度與決定，以及隨著環境的變遷，審度組織的宗

旨 

  3. 確保必要資源（包括才援與人力資源）的輸入 

  4. 監督行政管理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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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確保組織是在「效益」（effectiveness）與「回應」（response）的原則

下運作 

  6. 提名適當的候選人加入董事會，建構有效的治理體系 

（二）新詮釋的觀點 

  Taylor、Chait 和 Holland（1996）認為過去非營利組織董事會的職責與

工作在於為管理者定義出組織所面臨的問題、提供選擇及解決過程，而董事

會是負責聆聽、學習、批示與監督日常運作；董事會制訂政策而管理者負責

實現，董事會的角色是固定不變的。而今 Taylor等人對於非營利組織的董事

會職責與工作的新詮釋是，董事會與管理者需共同發現問題、互相商定議程

並共同解決問題；董事會與管理者一同制訂政策並實現政策，而誰是會議的

支配者則是視議題由誰提出而定。董事會的會議是以目標為取向，會隨著環

境而改變，重點在於董事會成員的參與與行動。 

  過去與新詮釋觀點的最大不同點在於新詮釋觀點認為董事會的每個成

員需充分參與整個組織的活動，董事會是一整個團隊，成員彼此平等並可於

會議時盡情表達意見，平時成員間更可利用各種管道）達到彼此充分溝通的

要求。過去認為董事會成員是各界一時之選的集合（collection of stars）；但

新的詮釋卻給予董事會不同的意義，董事會是「星群」，非營利組織的治理

是種集體的投資，董事需要提供更多的參與、支持、財物上的援助，甚至提

供經驗與智慧來成就董事會的功能，而董事會本身便是提昇董事們智慧與才

幹的溫床。 

  對於執行長與董事會的職責，傳統觀點認為非營利組織在結構上是層級

分明，執行長是被董事會「雇用」以完成組織使命。在法律及道德前提之下，

傳統觀點認為董事會應對組織事務及行為負絕對的責任，並像公僕般引領組

織各項事務。然而新詮釋觀點卻認為執行長是董事會延聘而來實現董事會政

策之人，乃是組織中行政部門的最高管理者與領導人，故需對組織的經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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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負上最終的責任。Young（1987）也認為非營利機構中的執行長才是組織

中的領導者，因為執行長主要關切的是，組織環境不斷變化的本質，而這些

變遷或許是維繫組織資源的威脅，但也有可能是組織拓展的新契機。故

Young提出一個不同於傳統觀點的新模式，該模式強調在道德前提與法律責

任之下，執行長需協助董事會瞭解並確實做到「身為公僕」的責任，只要董

事會與執行長能共同分享領導權，那麼董事會便能善盡身為公僕的責任。 

  傳統與新詮釋觀點的差異在於後者並不視董事會為領導核心，反之執行

長被期待能提供以董事長為中心的領導權，以最佳的的方式協助董事完成其

責任。非營利機構的董事會成員是否被行政人員有效「告知」工作內容，往

往左右了董事們的表現。因此，執行長應發揮教育與告知的功能，鼓勵和促

使董事會成員參與機構的活動，並使董事們與行政人員一起成長。 

  歸納而言，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會對內應發揮「治理與控管」（governance 

and control）的功能，此包含決策的制定、甄拔與評鑑主管、維繫機構的資

源，予行政人員充分支持和指導及負起機構營運成敗的責任，維持組織永續

經營、穩定與完整；對外則與環境發展交換體系，確保資源及訊息交換體系

的暢通，必要時董事會必須成為組織與環境之間的緩衝器，以保護組織免受

外界的傷害。此外，董事會與管理部門的互動關係是動態的，彼此互相依賴，

董事會功能的發揮與否實有賴二者互相信任和有效的溝通。 

  董事會是否真能履踐上述功能與職責？一些實務界和實證研究者卻認

為未必如此，很多非營利機構董事會只發揮少數一兩個以上所述的功能，有

的機構董事之角色扮演與期待的領導角色正好南轅北轍，甚至有的只是無足

輕重的「旁觀者」（bystanders）。為何非營利機構董事會的角色功能之發揮，

經常出現基本的功能有所落差？原因為下所述： 

  1.董事成員對董事會的權責不瞭解或刻意忽略：董事成員有可能因不瞭

解董事會有何法定或不成文職權規定而無法克盡其職；有的則認為董事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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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管如執行長已執行所有主要的功能，自己無須過問；另外也有董事成

員認定自身應扮演的只是「儀式性的順從」（ceremonial conformity）功能或

是橡皮圖章的角色。 

  2.組織的內部特質：組織規模、組織年齡，以及組織的專業化程度均會

影響機構董事會的角色行為。 

  3.董事會與執行長互動關係的良窳：Hummel（1980）與 Flanagan（1981）

的實證研究認為董事會是相當程度依賴機構的全職行政人員，特別是執行

長。董事會與行政人員互動品質的好壞，深深影響董事能否稱職地扮演好內

部的角色。 

  4.董事會成員的組成：董事人選是如何決定的會深刻影響機構董事會功

能的發揮，如以案主會員為主及以社區民眾代表為主的董事會其功能發揮就

會有所不同。董事會的組成也影響其與行政人員的互動關係，如 Hall (1988) 

指出，一個由多數企業人士組成的非營利組織董事會，與強調社會工作專業

的行政人員在互動上必然容易在經營的觀念上有許多相左之處。 

（三）治理型態 

  上述所論探討董事會、董事長及執行長於組織治理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及實質上所發揮的功能；從中吾人可歸納出一些不同的非營利組織之治理模

型。Murray、Bradshaw 與 Wolpin（1992）認為權力關係是非營利組織治理

活動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故依決策權力的分佈情形作為治理型態的分類指

標，分為「董事長主導的董事會」（Chair-Dominated Board）、「執行長主導的

董事會」（CEO-Dominated Board）、「權力分享的董事會」（Power-Sharing 

Board）、「權力分散的董事會」（Fragmented Power Board）以及「軟弱無權

的董事會」（Powerless Board）五種類型，分述如下： 

  1.董事長主導的董事會：董事長依其個人特質對其他董事成員產生強烈

影響，組織的各項方案計畫或是發展多以董事長意見為依歸，因此在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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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副手的情況之下，董事長主導了整個組織的運作。此外，董事會的成員

多半為董事長熟識或信任之人，故會議進行時少有歧見，即使提出新計畫亦

是揣測董事長的意見而提出的。 

  2.執行長主導之董事會：在執行長主導的董事會中，董事會只不過是有

名無實的決策單位，對組織並無太大的影響能力，執行長才是實質的決策

者。執行長以其專業能力、管理經驗及與行政幕僚直接接觸的關係而在組織

中擁有莫大的影響能力。 

  3.權力分享的董事會：權力分享的董事會強調在民主平等的原則下分享

決策權，並在議程討論中充分參與討論，接納不同的意見，縱使會有意見衝

突，最後仍會形成共識。此類型董事會不贊成由少數人或個人支配整個董事

會，故不重視正式的職位或是固定的委員會組織，若有重大決策，則是由臨

時性集體協商中尋求共識。分權董事會的缺點在於過度強調共識的達成，但

有時決策並無法順利達成共識，需花較久的時間。 

  4.分裂的董事會：衝突是分裂的董事會之代名詞，此類董事會成員各有

不同的理念與想法，也各自代表不同團體的利益，如案主群、捐贈者等，故

董事會議經常是派系林立火藥味濃厚，各派系均會運用各自的權力及影響力

以某些政治手腕企圖影響決策。 

  5.無權的董事會：沒有目標及充滿不確定性是此類董事會的特徵，董事

會的成員無人瞭解董事會所應扮演的角色與責任，也無人在乎。無論是董事

會的成員或是受薪員工均未有強烈的領導慾望，組織事務的完成全賴董事會

依循往例或是董事會中有人願意全程負責。冷漠及漫無目標是此類董事會的

組織氣候，組織欠缺規畫亦缺乏上下溝通。 

  在分享式治理中，董事會與執行長均表現出高度的參與度，雙方均有意

願尋求良好的溝通管道並建立共識。行政主導式治理是執行長高度參與治理

活動的角色，但董事會卻相當低調不太管事，故呈現由執行長支配治理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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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董事會主導式治理剛好與行政主導式治理相反，董事會高度參與組織的

治理，執行長卻是低度參與。旁觀者式治理則是無論董事長或是執行長對於

組織的治理均是持消極的態度，放任組織自生自滅，雙方均是掛名而已。 

  以上討論的治理模型均是觀察單一時點或是從單一變項來看非營利組

織董事會的治理行為，忽略了其實「時間」也是影響組織治理行為轉變的重

要因素（參見表一）。像 Mathiasen（1990）與 Wood（1992）提出了生命週

期模型（Life-Cycle Model）的假設（引自 Dart ,Bradshaw, Murray and Wolpin, 

1996），他們認為非營利組織中的董事會其發展歷程與人類成長的過程是極

為相似的，就如同人類成長從出生、青少年、成年到老年期一樣，董事會亦

會隨著時間的演進及組織的發展從青澀步向成熟再到衰老。 Mathiasen

（1990）將 NPO董事會的生命週期分為三個階段：(1)志願者組成的董事會

（organizing board of volunteers）、 (2)志願者治理的董事會（volunteer 

governing board）及(3)制度化（募款）的董事會（Institutional（fundraising）

board）。 

  第一階段—志願者組成的董事會：在組織剛形成時期，此階段的董事會

有兩種模式，但最後都會邁入第二個階段。第一個模式是「跟隨領導」

（leader-following）的董事會，此種董事會在組織初始扮演的是支持組織掌

舵者的角色，亦即在面對一位強勢的創辦人兼行政主管下董事會只是在體現

啦啦隊及非任務取向的角色而已。另外一種組織創建期的董事會是「領導組

織創建」的董事會，組織不是由一人創始，而是由一群人創建而來，董事會

成員通常是基於使命或熱情而組成，而且通常董事成員也是組織的志願服務

者。這兩種位於組織初始時期的董事會共有的特質是同質性高、對使命有所

承諾、成員對事務的想法頗為一致、規模不大且是非正式的結構。 

  第二階段—志願者治理的董事會：在此階段，董事會的特質轉變為具有

治理的功能、規劃、監督經費的使用，以及強調組織的責信。董事會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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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也更加正式化，而常設委員會亦開始設置。在此階段，董事會成員不再

扮演直接參與運作的角色（即志工與經理的職位），規模更大，成員更加多

元，募款的角色亦益形加重。 

  第三階段—制度化（募款）的董事會：董事會的組織更大、更具多元性。

然而，董事會成員不只是數量更多，而是其成員因聘自重要的社區部門及社

會團體而彰顯成員種類的多樣性。在此階段，董事會下設的委員會成為董事

成員工作的重心，尤其著重的是在募款及其他外部性活動上。此時期的董事

會也因委員會的設置及其規模擴大而不同於先前組織的發展。但此時期卻易

因董事會過於龐大且不易掌控而使主導權落於執行長或是董事會的常務執

行委員會的手上。 

  從以上相關治理模式觀之，從早期強調董事會及執行長的權責分工到後期的

動態權力觀點，不難瞭解雖然治理是董事會的法定功能，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

組織治理是否能良好運作，卻得非靠行政人員的有效配合不可。且在動態觀點之

下的治理行為，主要是董事會與執行長雙方權力互動的過程，故而董事會如何與

執行長有良好的互動關係，實為董事會成功治理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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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NPO 生命週期模式的董事會行為指標 

董事會生命
週期的階段 

董事會成員
的特質 

董事會組織
結構特質 

董事會的角
色 

主導董事會的
優勢價值觀 

董事會行為
的特質 

創設階段 執著於組織
宗旨；道德上
發願為組織
貢獻心力 

董事會分工
不明顯，集體
運作；非正式
的，友善的

沒有區分政
策與管理的
角色；董事會
既扮演行政
人員也扮演
組織經營者
的角色 

追求組織宗旨
的實現 

活力充沛，積
極熱誠；極大
化參與 

＊ 開始聘僱專職的執行長 
維繫階段 經營主導權

轉移到執行
長的手中 

除了設立少
數一、二個委
員會外，董事
會的分工不
明顯 

沒有清楚界
定董事會的
角色；執行長
主導 

仍舊重視組
織宗旨；然而
已無之前欲
積極實現的
熱誠 

董事會顯露倦
怠感；以志願服
務心態參與組
織，遠勝於對董
事會工作產生
興趣 

＊ 危機的產生，例如要求董事會積極任事的外界壓力；經費不足的威脅 
重視管理階
段 

重新建構對
組織宗旨的
承諾；強調類
似企業經營
的手法 

重新建構董
事會的組織
分工，各個功
能性委員會
被賦予更多
的決策實權

捨棄董事會
扮演方案發
展的志工角
色的觀念；從
中年且具有
專業的人士
中邀聘為新
的董事 

強調理性處
事的過程；參
與是公民的
義務；董事會
是組織的最
終權力來源 

行動取向；高度
參與；充分掌握
訊息 

＊ 危機的產生，例如新舊董事之間對於董事會角色認知不同所產生的緊張關係 
企業化型態
階段 

專業的價值
與 觀 點 主
導；期待行政
人員形成專
業主義；與執
行長共享經
營主導權 

功能性委員
會定期召開
會議並向董
事會報告決
議；董事會的
工作趨向例
行化；董事會
會議次數 

董事會行為
表現類似企
業組織的董
事會；強調政
策制定與規
劃；聘請在社
會上有地位
與財富的人
為新任董事

對董事會本
身的效益充
滿了自信；最
關切的不是
組織宗旨而
是運作程序
與組織結構
的健全 

依賴執行長與
工作人員的投
入；避免涉入方
案的制定 

＊ 危機的產生，董事會成員經歷過度承諾於組織的事務 
橡皮圖章階
段 

融入於那些
具有社會尊
榮地位與財
富 的 董 事
們，對組織事
務的興趣不
再，而較感興
趣於社會事
務 

董事會對組
織的投入承
諾僅止於書
面的表意；董
事會成員相
當忙碌而不
易聚在一起
開會 

經費捐獻、協
助募款；帶給
組織名氣與
聲望 

較不重視董
事會的工作
倫理；反之，
視程序本身
為目的 

低度熱誠與參
與；對組織的認
識與資訊的掌
握有限；對執行
長的建議扮演
橡皮圖章的角
色；董事成員予
人的感覺是無
趣的 

＊ 危機的產生，董事會運作週期的循環 
資料來源：Miriam M. Wood, 1992, “Is Governing Board Behavior Cyclical?”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3, 2: 14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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