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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which is 

growing into a new research field. Social enterprises increasingly show obvious flexibility and control over 

various resources, and are gradually growing into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social innovation and change.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ource patching research, this paper continues to explore the resource patching 

method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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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社会创业研究给予极大的关注，社会创业研究正成长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社

会企业日益显示出明显的灵活性和对各种资源的掌控力，正逐渐成长为推动社会创新和变革的重要力

量。本文基于现有的资源拼凑研究基础上，继续探寻社会创业的资源拼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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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运用市场机制致力于社

会价值的创造”或者是“通过创新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的社会创业实践活动不断受到相关学者和实践者的关注，

并且已经成为了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问题之一。社会创业是指利用创业技能对社会问题作出

创新的反应。它的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其商业手段为客

户提供商品和服务,实现自身发展与创造社会价值的双

重目标。社会企业的目标群体多集中于养老、教育、助

残、脱贫、就业、环保等社会生活领域,深感社会重任的

社会企业家便投身其中,用社会企业的形式惠及更多受

众,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由于社会创业企业在运用商业

手段创造社会与商业的双重价值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社会创业已经成为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企

业的兴起,也引发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主流

创业和管理学研究的日益关注,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来

自公共治理、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从社会企业

的定义、内涵、类型、社会企业成长等方面对其进行研

究,但是现实中,很多社会创业组织自身商业模式的缺乏

往往阻碍了其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平衡。社会创业需要认

识到机会，结合和调动资源，引发各个领域的积极变化，

并建立可持续性。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2.1. 社会创业的兴起与发展 

 “社会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一词由

阿 苏 迦 基 金 会 (Ashoka) 的 创 始 人 德 雷 顿

(WilliamDrayton)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创造，随后狄兹

(J．Greg—oryDees)在《社会企业家的含义》这篇文章

中，对这个词语又进行了解释。社会企业多集中于助残、

助贫及特殊社会问题领域。在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政

府的福利政策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社会企业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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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创业的定义在文献中有 37 种之多。有些学

者指出，社会创业实际上是各种商业机构、非营利组织及

政府等合作，进行的社会价值的创造
[1]
。Choi 和 Majumdar



指出现有混乱繁杂的定义阻碍了社会创业理论的构建和

发展，未来研究应抛开社会创业的情境，从更广泛的角度

反映出社会创业的三个特征：“创造社会价值”、“商业

化运作”和“创新性”
[2]
。 

2010 年，Battilana 和 Dorado 提出社会创业是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将多种不同的制度逻辑融合到同一个组织

中 并 创 造 出 一 种 新 形 式 的 混 合 组 织 （ hybrid 

organization）
[3]
。该这个概念明确提出，作为新型混合

类组织，社会企业使得传统社会和经济各部门间彼此不

相容的边界被打破，不仅能创造社会价值，也能带来巨大

的商业利益。同时，混合组织的概念能够很好地刻画出社

会创业与制度创业、商业创业的区别，反映出社会创业的

复杂性和挑战性，为社会创业领域理论的构建打下了基

础
[4]
。 

作为一种弥补政府与市场不足的创新的组织形式，

社会创业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创造经济效益与社会价

值方面有十分显著的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

入，在政府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业”的新潮流下，

各种类型的创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渐渐成为了新的时代

趋势。其中社会创业其本身所蕴含的经济和社会双重价

值创造目标的特点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中猪八戒网络平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平台上

注册的残疾人服务商已超过 10000 人，出于对企业社会

价值的实现考虑，猪八戒网络平台成立了“八戒阳光”

版块帮扶残疾人更好的就业、创业
[5]
。 

2.2. 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的区别 

社会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后者将商业模式视为核

心竞争力，但是社会企业认为商业模式主要是用于获取

更多的合法权利。社会创业组织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在获

取必要的经济价值的前提下,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并做

到两种价值要素完美整合。Shaneand Venkataram 融合了

不同社会学科，提出了适用于社会创业和传统创业的内

涵体系，强调无论是哪种创业形式，对于什么热闹使用什

么方式，发现、创造、探索和评价未来产品和服务给予了

高度关注。其中社会创业者对社会进行双重价值创造时

更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且不存在固定的商业模式与

行为准则。Doherty B,Spear R 在英国一系列商业部门的

社会企业的一些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一个概念框

架适应创业精神的集体或多元层面。这项小规模的探索

性研究提供了有趣的创业模式，与中小企业的传统模式

形成了对比
[6]
。此外，有学长研究表明，社会企业和商业

企业的商业模式中都涉及核心战略、顾客边界、战略资源

和价值网络几部分，但在目标群体、定价方式、支付行为、

轻资产低投入等方面有所不同
[7]
。 

2.3. 社会创业的商业模式 

因社会创业的兴起时间不是很长，各类社会创业组

织在社会问题的解决方面，没有固定的解决模式，而且截

止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未建立一套明确的理论系统。社会

企业在进行社会价值的创造时，商业模式占据着极其重

要的地位，它通过各种经营方式创造社会价值，而想要确

保其持续健康发展，就需要建立新型的商业模式。 

严中华等将印度 Aravind 眼科医院这个具有代表性

的社会创业公司作为研究案例，分析了它的商业模式，研

究得出 Aravind 眼科医院的商业模式是顾客界面、战略

资源、核心战略以及价值网络等要素的充分结合
[8]
。社会

创业企业商业模式的组成要素，并不是单方面的，包括价

值主张、盈利模式、经营战略、价值网络、资源配置、可

持续发展力等
[9]
。在进行社会创业时，所涉要素主要包括

五方面，分别是社会创业者、资源、机会识别、社会网络

以及合法性等，社会创业企业在创业和企业成长过程中

始终要协调好五种要素之间的关系
[10]

。 

2.4. 创业的资源拼凑 

现代创业较之过去的更注重资源的拼凑理论，并将

资源拼凑理念带入到创业的具体操作运营之中。确定企

业家所需要的关键技能和能力，突出新资源组合的方式，

对于成功的商业创造至关重要
[11]

。 

Heirman A , Clarysse B 研究了新组织所基于的初

始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如何与机构来源和市场特征相互

作用。发现了四种不同的启动配置：“风险投资支持的初

创企业”、“勘探者”、“产品初创企业”和“过渡性初

创企业”。同时发现一半的公司是以勘探者的身份开始

的，由 VC 支持的初创企业是少数
[12]

。 

有些学者在进行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创新研究时，

引入了资源拼凑的概念，对共享经济下，企业商业模式创

新过程中的资源拼凑方式进行了探讨，提出，通过资源拼

凑对企业商业模式的实施方案进行革新
[13]

。通过实例研

究可以得知，资源拼凑将从正面影响社会创业，而且能对

创业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
[14]

。创业网络可以为新的创业

公司取得资源，突破现有资源困境，同时也能帮助企业将

潜在资源转化成企业业绩,这主要由企业对资源的拼凑

能力决定。创业网络对于创业企业的绩效有重大影响，创

业企业应提高自身资源整合力，提高资源使用率，同时加

强创业学习等方面的运用，特别是要进行探索式学习，实

现自我成长
[15]

。 

在进行资源的拼凑与整合时，创业企业如若采用并

行拼凑法，可能会使部分项目资源暂时空置，而在使用已

拼凑资源时，可能会因项目状态，无法确保资源使用率的

最大化。但是运用连续和选择性拼凑，创业人员只需要集

中现有资源并将其使用价值充分发掘出来，以投入到项

目开发中即可，继而帮助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2.5. 社会创业的资源拼凑 

目前社会创业已经成为国内创业活动的核心组成部

分，当资源不够充分时，对于社会创业资源的拼凑，有助

于社会创业理论和资源拼凑理论的丰富和完善。社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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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需要识别和发现新的创业机会，需要持续不断的创新、

学习、适应外部环境
[16]

,但是社会创业常常面临资源束缚

的困境，因而资源拼凑成为当前创业领域中关注的焦点。

在对社会创业资源进行整合时可以发现，社会创业人员

的拼凑力越强，资源价值发挥的越充分
[17]

。机会是社会创

业活动的核心要素，但是没有社会创业者的资源和能力，

创业机会不可能被发现、实施、进而实现社会和商业价值。

社会创业者善于创造性地利用外部资源来应对制度障碍，

其中外部资源包括关系资源、文化资源、制度资源
[18]

。 

社会创业人员可以通过积极的态度，号召社会各界

人士，建立相互理解、互助互信的关系，继而将各类社会

资源和关系充分调动起来，以实现创业目标。对于社会企

业的发展来说，资源拼凑有助于创造社会价值，发掘价值

增长潜力。促进经济与社会价值间的连接，主要是通过资

源拼凑实现的
[19]

。彭伟等通过扎根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

八家创业类公司进行了分析，对社会创业公司中，资源拼

凑的概念及发展演变进程进行的分析和研究。通过研究

可以得出，社会创业公司的拼凑活动主要来自人力资源、

社会实物、互联网、技术能力、制度及市场等方面。除此

以外，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创业公司都需要采取不同的资

源拼凑方式，以推进企业发展；创业阶段的社会拼凑，主

要以实物和人力拼凑为主；生存阶段的社会拼凑，主要以

技术能力拼凑为核心；成长阶段的社会拼凑，主要以市场

和体制拼凑为核心
[20]

。通过资源拼凑和组织合法性理论

研究可以得知，资源拼凑的种类不同，创业公司所取得的

组织合法性理论不同。实物、技能以及市场等拼凑方式，

可以帮助企业取得合法市场地位，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制度和人力拼凑，可以帮助企业取得合法的社会地位，为

企业创造社会价值，促进企业成长与发展
[21]

。 

3. 注意事项 

本文回顾和述评了基于资源拼凑理论的社会创业研

究文献，结合资源拼凑方式和社会创业相关情境因素，分

析了资源拼凑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创业。根据资源拼凑理

论，创业的资源拼凑就是创业者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开发

创业。当然，这需要创业者对于现有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整

合利用。故而，社会创业的资源拼凑其实质是从新的角度

看待创业过程中的资源整合价值。本文通过理论层面的

分析并适当结合了一些具体事例，发现社会创业的资源

拼凑方式的选择对于创业的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资源拼凑的方式和资源潜在价值的实现之间存在直

接的关联，所以资源拼凑的方式对社会创业的发展有十

分显著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对社会创业以及资源

拼凑的现象进行描述和归纳，有关社会创业的概念、社会

创业的特征、社会创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创业企业的剖析

等研究成果丰富，但鲜有对其价值创造模式的研究。另外，

社会创业的本质是同时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社会

创业组织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创造

更大的价值以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成为研究社会创业

的聚焦点。 

资源拼凑与实现资源潜在价值间的关系是直观的，

因此，资源拼凑有助于社会创业的发展。目前的研究大多

是对社会创业以及资源拼凑的现象进行描述和归纳，分

析了社会创业的内涵、基本特征、发展进程等，并对社会

创业类企业进行了探讨，但鲜有对其价值创造模式的研

究。除此以外，从本质上来说，社会创业不仅能带来社会

价值，也能创造经济价值，但是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创造

价值，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创造更大的价值以取得进一

步的发展应该成为研究社会创业的聚焦点。 

社会创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的各个阶段总是受到多

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需要从多个层次和多个视角持续研

究社会创业组织的行动，这个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阶段

性已有学者通过构建过程模型进行了有效的研究。由此

可以得知，社会创业阶段的研究有助于提升社会创业的

整体价值。在创业过程中，企业可以将自身实际情况与各

个发展阶段相结合，分别调整资源拼凑的重点规划和整

体发展战略。 

一些学者在资源拼凑领域研究出的丰富成果对社会

创业企业的建立和成长壮大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但在以现象驱动居多的社会创业研究中商业创业尚且面

临资源稀缺的困境，社会创业如何应对资源稀缺、社会创

业资源从何而来以及又创造何种结果等基础性问题丞待

解决。 

综观现有文献可以发现，虽然创业资源拼凑理论研

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的来说目前仍处在理论

探讨阶段，主要通过案例分析研究进行理论的检验和完

善。后续相关研究可以从社会创业者在企业发展的不同

阶段的资源拼凑方式选择、企业员工拼凑和企业组织文

化氛围等方面来展开，分析这些关键因素之间的关系。另

外，在研究中要注意不同的情境因素对于资源拼凑方式

的作用，从多个视角分析资源拼凑和资源价值实现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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