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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有想過
什麼樣的企業是會被社會需要的



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是從英國興起的企業型態，社會企業從

事的是公益性事業，它通過市場機制來

調動社會力量，將商業策略最大程度運

用於改善人類和環境生存條件，而非為

外在的利益相關者謀取最大利益。其投

資主要用於企業本身或社會。

2014年
台灣社會企業元年



諾貝爾和平獎
格萊珉銀行
穆罕默德·尤努斯

是一個位於孟加拉國的提供微型貸款的金融機構
和社區發展銀行。它向窮人提供不需要抵押物的
小額貸款，其放款對象主要鎖定在貧鄉婦女，因
她們貸款的動機單純是為了創業（家庭手工的小
事業），所以借貸金額低，而這一點不算大的錢
足以改善她們一家人的生活，且還款率高。此系
統是基於一個觀點，即貧窮的人們都有尚未開發
的技能；有了激勵，他們可以賺更多的錢。銀行
同時也接受存款和其他服務，也進行發展導向的
經營。 2006年，銀行及其創始人穆罕默德·尤努
斯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99.6%

格萊珉銀行借貸還款率
97%

孟加拉地區鄉村活躍度



十堂社會
創新創業家
培訓課程

7/17  - 8/23 我們在暑假期間，利用系上的自
主學習計畫，上台北社會企業研
究中心，參與了「尤努斯獎」所
提供的10堂免費培訓課程，每一
堂4小時的高品質培訓，在這之
中我們透扯理解了什麼是社會企
業、他現行的發展、公司設立、
行銷設計、競賽該有的軟實力…
等，太多了。



桂林

我們更參與了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學術與實作並進

我們非常清楚紙上談
兵是沒用的，為加深學習
效果，我們將學習的理論，
帶入目前面臨的社會問題
跟著老師們一起思考。



從課程與競賽中
從生活與實作中
譜出了「Tandem」

我們將譜出自己的路

「Tandem」又可稱為「天
燈」，它是我們這幾個學生，
在接觸社會企業後，想試著
用自己的力量改善世界，所
邁出的第一步。



YUNUS  PRIZE
3 n d   S o c i a l   I n n o v a t i o n   a n d   E n t r e p r e n e u r s h i p   C o m p e t i t i o n

Tandem



2040
偏鄉社區

許多偏鄉社區將因為人口外移、資源
不足…等因素，而無法維持基本生活
機能進而消失。

Partial community

Many rural communities will be unable 
to maintain basic living functions and 
disappear because of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insufficient resources.



2040
主要城市

許多主要城市將因為人口過度集中競
爭有限資源，衍伸出更多的社會問題

Main city

Many major cities will expand more 
social problems because of excessive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and 
competition for limited resources.



反觀台灣
Looking at Taiwan

台灣早在20年前就有社區發展相關的政
策，也提出了許多相關的計畫

Taiwan has had community development-
related policies as early as 20 years ago,
and many related programs have been
proposed.



台灣目前
社區發展狀況
Taiwan's curr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仕紳化
Gentrification

參與度不佳
Poor participation

缺乏社區意識
Lack of community awareness

台灣社會環境，導致左邊幾個較嚴重的社
區發展問題產生

Taiwan’s social environment has
led to several serious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blems on the left.

6,839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6,860
communities

No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無永續商業模式



我們立志創造出提升每位社區居民生命品質的社會環境，並用群眾募資
的方式整合社會中的有效資源，其中達到募資者與贊助者互利共生，使
社區發展議題有一股正向循環。

價值定位
Value orientation

We are determined to create a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enhanc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ach community, and use the methods of crowdfunding to
integrate effective resources in the society. Among them, the fundraiser
and the sponsors have mutually beneficial symbiosis,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cycle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sues.



本團隊結合地方青年、學生，組成跨領域合作團隊
The team combines local youth and students to form a cross-disciplinary team.

提供群眾募資平台會員線上交流與問題回饋
To provide members of the mass fundraising platform for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 feedback

重點社區蹲點協助社區發展與整合社區資源
Key community camp to assist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resources

專業技術交流工作室的社區居民職能提升
Promo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 functions in professionaland technical Exchange Studios

地方創生與社區發展實體推廣活動
Local Traus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entity promotionactivities

主要合作夥伴(關鍵伙伴關係)
Main partner ( Key partnership )

重點合作社區與重點合作發展協會
Key Cooperation Community and Key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桃園市社會企業中心
Social Business Center, Taoyuan

主要營運項目(關鍵營運活動)
Main operating items (key operational activities)



客戶族群
Customer group
平台募資服務客群：
Platform fundraising service group:

對社區發展抱有熱忱的志士
a passionate community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對社會議題有想法的人士
People who have ideas about social issues

有社區意識的社區居民
Community-conscious community residents

平台投入贊助客群：
The platform is invested in sponsored customers:

有經濟能力的社會青壯年
Economically young social youth
想提高生品質的社會大眾
The public who wa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擁有社會責任意識的團體、個人
Groups and individuals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提計畫方(Drawing party) :
良好有效通路募集資源、適合計畫募資服務規範、較低的諮詢費
Good and effective channels to raise resources, suitable for 
planning fundraising service specifications, lower consulting fees 
and service fees

客戶關係
customer relations

贊助方(Sponsor):
良好便捷的通路進行社區回饋與參與、公開透明的資金走向
Key Cooperation Community and Key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其他利害關係人(Other stakeholders)
提升社區居民生命品質、社區就業機會增加與外部資源流入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creas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community and external 
resources inflows



群眾募資平台創新募資服務技術
Innovative fundraising service technology for crowdfunding platform

群眾募資平台
Mass fundraising platform

行動募資平台APP
Action Fundraising Platform APP

線上24諮詢交流服務實體服務辦公室
Online 24 Consulting Exchange Service Entity Service Office

主要資源
Main resources

通路
Sales channel

重點合作社區大數據分析之具複製性營運模式
Replicative business model for big data analysis of key 
cooperative communities



團隊網站架伺服器存放管理費
Website server storage management fee

平台維護人事成本
Platform maintenance personnel costs

田野調查與社區服務等雜費
Fieldwork and community services, etc.

計畫提案諮詢服務費
Project proposal consulting service fee

主要營運項目(工作室、開心農地、觀光體驗)服務費
Main operating items (studio, happy farmland, sightseeing 
experience) service fee

資金募資成功抽成多品項募資成功服務費
Successful fundraising for multi-product fundraising

成本結構
Cost structure

收入金流
Income stream



現行營運
Current operation

未來發展
future development

社區意識、社區發展
Community awareness, community 
development

社會公益、第三世界國家協助
Social welfare, assistance from third 
world countries



「Tendam天燈」希望串聯你我的雙手
讓各個願望可以成真，點亮台灣的大街小巷

I hope to connect you with my hands.
Let all wishes come true and light up the streets of Tai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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