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烤地瓜的设备经过了上百轮的反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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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亲女性到微笑的“地瓜妈妈”
� � 近年来台湾家庭少子化问
题日益严峻，外籍配偶尤其是大
陆籍女性配偶人数迅速增加。 据
统计， 目前两岸通婚已逾 36 万
对，最近五年申请在台居留的大
陆新娘， 每年维持约 1 万 2 千
人，其中年龄在 20 岁至 40 岁之
间的女性约占 8 成。 很多大陆女
性嫁到台湾以后，由于夫家生活
窘迫、 遭遇家庭暴力等问题，离
婚率是本地婚姻的两倍以上，尤
其是处于依亲居留阶段的单亲
妈妈，由于需要照料孩子而无法
获得企业雇佣的机会，被排除在
正常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之外，生
活更是雪上加霜。 台湾政府在解
决此类问题时总是力不从心，导
致问题在搁置和争议中不断升
级，两岸婚姻家庭问题已成为两
岸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台湾社
服机构看到了包括大陆配偶在
内的新移民女性所面临的各种问
题， 并积极面向这一群体提供服
务，这其中就有名为“创世”的基
金会。随着服务对象的愈发广泛，
创世基金会开始关注社会服务的
差异化，并提出“给鱼给杆拉人一
把”的服务理念。在这个理念的指
引下， 创世基金会开始服务台湾
本地的单亲妈妈， 后期逐渐延伸
到外籍新移民单亲妈妈。

地瓜妈妈：从模仿到创新

大约从 2008 年 6 月开始，创
世开始涉足单亲家庭服务。 最初
的做法是把单亲妈妈带到苗栗
农场， 运用传统的农场经营模
式， 让她们在里面养鸡种菜，然
后将卖掉获得的收入分配给她
们，但单亲妈妈对金钱的需要是
即时性的，种菜或者养殖周期过
长，显然无法满足她们的需要。

当时恰逢尤努斯的小额信
贷模式在台湾很火，创世也开始
跟风尝试尤努斯的小额贷款模
式，但发现这些单亲妈妈都是开
始象征性地还 2 至 3 个月，后面
基本都不还了。 因为她们中的一

部分人欠了很多外债，有钱以后
首先要拿去还债，并没有拿去创
业； 还有一部分人去加盟连锁
店， 但她们并没有真正掌握技
术，再加上缺乏经营经验，很快
也把贷款亏光。 于是，第一阶段
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在模仿失败以后，创世通过
开会讨论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
帮助这些单亲妈妈。 他们想到

“民以食为天”，人们的生活最离
不开的就是食物，而女性在制作
食物方面有天然优势，于是创世
就开始鼓励研究怎么让这些单
亲妈妈制作食物。 从 2009 年 11
月开始，创世开始尝试让单亲妈
妈在路边以摊贩的形式做一些
小吃。 但由于同门店形成了竞
争， 许多早餐店开始向警察举
报，而警察开出一次罚单就几乎
相当于一个单亲妈妈一天的收
入。 事后，他们开始思考怎样帮
助单亲妈妈的同时又不破坏社
会生态，而这个问题一直被很多
社会服务机构选择性忽略。

由于创世曾经在服务街友
的时候尝试过卖烤地瓜，当时就
想是否可以用烤地瓜来帮助单
亲妈妈。 于是，创世在对服务对
象进行评估后，开始免费赠送单
亲妈妈三袋地瓜、 一箱木炭、一
包纸袋，如果全部卖完的话就能
够至少有 8000 台币的收入，这
些收入扣除掉自己的开支大概
还有一半的钱。 第二次就需要单
亲妈妈用钱来购买地瓜和木炭，
单亲妈妈缴纳 940 台币就可以
购买一袋地瓜，炭火 600 台币一
袋，这样循环起来，卖掉一袋地
瓜应该有 2600 台币左右的纯收
入。 尽管贩售烤地瓜不是一个能
够使人暴富的行当，夏天的时候
每个月大概 5 万台币的收入，冬
天的时候每个月大概 10 万台币
的收入，但单亲妈妈可以根据自
己的闲暇时间灵活支配来贩售
烤地瓜的时间，并不需要按照固
定的流程来工作，并且在出售烤
地瓜的同时还可以照顾自己的
孩子。 如此，社会企业的雏形就

出来了，这个雏形不同于一般的
庇护工厂类型的社会企业，而是
通过自主创业来实现可持续的
社会企业。

经验一：周密的前期调研

创世在尝试地瓜妈妈方案
之前曾进行了仔细周密的调研。
当时在台湾贩售烤地瓜的主要
有三类，一类是老贩，就是退休
老人靠贩卖烤地瓜赚取营生；一
类是推小货车，卖点玉米、花生、
菱角兼售烤地瓜；还有一类就是
超商。 相对于以前的早餐店而
言，老贩和小推车主都不会来检
举单亲妈妈，因为他们自己也属
于非法经营，超商因为卖的东西
品类比较多，烤地瓜基本上就是
兼卖，也不会因为你做了某一样
去找你的“麻烦”。 相比较之下，
烤地瓜对于社会生态的“危害
性”最低，于是创世最终选择了
这样一种食品进入市场，事实证
明了烤地瓜对于摊贩而言的“安
全系数”更高。

经验二：亲自试验

区别于很多服务于弱势群
体的组织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时
候往往选择边服务边总结的做
法， 创世强调工作人员亲自试
验， 把服务可能存在的风险内
化。据项目官员介绍说：“我们不
是直接交给她们（案主）去做，我
们是自己的人首先下去，我们采
用土法炼钢。 因为你是社服单
位，你直接叫个案去做，万一失
败了怎么办？ 作为弱势群体，她
们没有承受失败的能力。我们每
天花 3 个小时左右去经营这些
食品，大概每天有 1000 台币左
右的纯收入， 我们坚持做了一
个月大概有三四万的收入。 觉
得差不多了， 我们才开始找个
案来接手。 我们首先要自己的
工作人员去摸索尝试，做成了才
能让服务对象去做，因为弱势群
体本身就已经很弱了，她们无论
是经济能力还是心理上都无法

经受二次失败。 ”

经验三：社会资本链接

社会资本的链接可以进一
步建立弱势者的信心与充实就
业技巧与能力，如此不但可以降
低社会成本，并将之转化为社会
资产，并促进社会进步。 创世在
接到转介的个案或者主动寻求
服务的个案时，先要给单亲妈妈
培训 4 至 7 天，主要讲怎么把地
瓜烤熟，如何向客人推销，烤地
瓜机怎么维护，如何与警察打交
道等等。 后面的妈妈团里有负责
人要带着她们边卖边学，实践证
明，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吸
收最快，不懂的随时可以问。 当
单亲妈妈觉得自己学得差不多
了， 会经过一个小小的测试，通
过了可以出去贩售了。 在这个过
程中，由于单亲妈妈彼此时间比
较自由，很难碰面，创世还为单
亲妈妈之间建立了一个线上群，
大家在闲暇的时候还可以在群
里进行沟通和交流。

经验四：严格的管理制度

企业往往强调管理，但多数
社服机构对于案主都是单纯强
调服务，社会企业在服务与管理
之间就面临一个平衡。“地瓜妈
妈”项目在开始的时候也面临了
这一两难境地。 比如烤箱是免费
借给单亲妈妈的，破损的零部件
都由创世免费进行维护，但他们
发现雨伞、旗子和温度计这些部
件经常损坏，因为不是自己的东
西，加上免费维修，单亲妈妈使
用起来就不爱惜。 后来创世改了
规定， 如果损坏需要照价赔偿，
就再也没有坏的了。 创世还通过
设置简单的财务报表，让单亲妈
妈学会理财，知道如何计算营业
额，经营成本是多少，每个妈妈
每天的收入，让她们清楚每个人
到底赚了多少钱。

同时， 创世要求她们每个
人从每天的收入中捐出来 80
元，用来帮助以后的单亲妈妈，
要让每个人在获得救助的同时

懂得回报。

经验五：注重研发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在地瓜妈妈项目过程中，研发的
重要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创世
先后尝试了用木炭、石头、用铁
砂等各种方式去烤，目前的铁砂
机也是研究的第 130 代产品。 现
在很多电烤箱很流行，电烤箱可
以设定在 240 度， 也不会烤糊，
但烤出来缺少了木炭香味。 目前
大陆最主要的烤箱就是用汽油
桶，而创世使用的是专门改良过
的“特制”烤箱，用铁皮包着瓮来
烤，重量适合单亲妈妈一个人放
在车上推， 高度也适合她们取
售。 另外，选用韩国进口的防火
布和防火棉把烤箱包起来，以免
烫伤身边的孩子或客人。

再有一点就是，烤地瓜在烤
箱里都是用挂钩挂着的，而大陆
的烤地瓜都是在汽油桶中随意
摆放的，所以大陆烤地瓜就很容
易烤焦。

经过 3 至 4 年的研究，烤地
瓜的烤箱改了 27 套， 研究这个
车子如何能够变得更轻便，如何
让烤箱更加轻，让她们推的时候
能够更加省力，烤地瓜的时候时
间变短。

经验六：重视社会生态

经过前期早餐的实践，创世
开始重视社会生态，包括一些利
益相关者都有考虑，比如如何让
台湾的小农也得到好处。 因为台
湾的农产品比较低迷，因为中间
商的挤压， 他们的利润很低，种
一斤地瓜的成本 2 至 3 元不等，
因为价格的变动，价格可以被拉
到 8 至 10 元。 尽管目前来说，创
世还是通过中间商，未来他们打
算让小农直接供货，这一步的整
合工作由基金会来承担，大的地
瓜做成薯条，小个头的地瓜做成
蜜瓜或者冰地瓜贩售。

（据公益慈善学园 ，作者系
中央民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 “地瓜妈妈”的成功源于对当地商业形态的认真研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