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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主持人：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麥勝剛理事長致詞
內政部邱次長、臺北大學何校長、金融研訓院黃院長、各位合作界先進、
各位老師、各位同學、各位先生、小姐，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在這邊跟各位共同慶祝第 94 屆國際合作社節系列活動，本協會
每年配合國際合作社節大會，皆會舉辦「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利用這個研討
會，讓大家在這個地方交流，互相討論合作事業發展的願景。
台灣社會目前面臨到嚴重的少子化、高齡化的問題，最直接而龐大的壓力
就是國家財政負擔的加重，也反應在養老金、健康照護及社會照顧等三方面。今
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台灣金融研訓院黃院長來作一個有關高齡化的專題演講，講
題為「日本人口高齡化挑戰與合作金融機構的因應對策」。
本次研討會的內容除了安排專題演講，另外還有四篇論文的發表，包括中
國合作學社梁理事長玲菁和屏東大學許教授慧光共同發表的「論合作社發展社會
經濟」
；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系王傳慶教授發表的「我國信用合作社永續經
營的展望」
；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吳肇展教授發表的「高齡化社會趨勢下合作社
扮演之角色」
； 及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江宜芳教授發表的「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的
態度與購買行為之研究」。
我們每年藉由這個機會，讓合作界的先進共聚一堂，互相交流、共同討論，
這個意義是非凡的。非常感謝內政部、中國合作學社、逢甲大學合經系、逢甲大
學社會經營管理研究中心、合作金庫銀行、信聯社、農聯社、台灣合作社聯合社、
儲蓄互助社、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合聯公益基金會等共同協辦這場研討
會，也要特別感謝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系及合作暨非營利事業研究中心提供
這麼好的開會場地，以及許多老師與同學為了這場研討會所付出的心力。最後，
祝大家身體健康、合作事業永續發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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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致詞：內政部邱昌嶽常務次長致詞
主席（麥理事長勝剛）
、臺北大學李副校長、國發會曾副主委、金融研訓院
黃院長，各位學者專家、各位貴賓、各位合作界夥伴們，大家早安！
首先，今天是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4 屆國際合作社節，感謝大家蒞臨，一
起來討論，本來葉部長要親自蒞臨，但因為憲法上的義務，需要到立法院備詢，
所以特別要求我要向各位表示感謝之意。
我們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是合作事業發展，有三個關鍵詞，合作是一切的根
基，事業與發展是形而下繼續發展的相關概念，「合」這個字，是相當困難的一
件事，所謂的「合」就是人人一張口，所以溝通、協調，採取一致的行動，非常
困難。
2016 年國際合作社節以「合作社是永續發展的行動力」
（Co-operatives:The
Power to Act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為主題，合作要從人人為我、我
為人人來出發，最後要落實實踐，就是要有行動力，沒有行動，理念再好都是枉
然。合作事業與資本主義的不同是，合作事業講求平等與民主，以及公平正義，
資本主義是自由競爭的方式，不講究分配，最後是贏者全拿，造成社會貧富不均
的現象。這邊有一份資料是國際慈善組織「樂施會」最近的調查報告，全球近一
半的資產在 1%的富人手上，台灣所得最高與最低 5%的倍數已經到 95.6 倍，貧富
不均的狀況並未在政府的施政中獲得改善。資本主義造成貧富不均的社會，對社
會上的經濟弱勢者產生影響，包含勞工、小農、小生產者、大眾平民。基於群力、
自治自立而產生的合作社組織，進而發展出社會經濟制度，也是社會公義的力
量，合作事業民主的參與方式，以及公平正義的分配機制，是國民經濟發展重要
模式。今日已是網路的時代，合作事業可以透過網路的平台，集結力量，讓生產
者直接將商品送到消費者手中，這就是合作社最重要的基本概念。
另外，這幾年來，台灣的合作社已經建構了一個可運作的經濟模式，合作
經濟是平衡對資本主義經濟缺憾的最佳良方。當然這幾年，大家都清楚，合作事
業最欠缺的是人才方面，人才是一切事業發展的根本，合作人才的培育是內政部
輔導合作社的重點工作，這幾年合作事業都把資源放在教育宣導和幹部的訓練，
一年有一萬多人的參與。去年合作社法也完成修正，合作社法是劃時代的修正，
總計需要增、修、廢 51 個法規，在未來相關工作，最重要的合作事業發展基金，
為了這個基金已經開過好幾次會議，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政府的財政挹注，到底這
個基金規模要多大?未來基金的運作方式?內政部願意用更積極的態度與大家共
同探討，相信過一段時間會有進展。日前我們通過合作社提供非社員的使用辦
法，辦法中非社員使用業務的收益，不得分配給社員，但是可以捐贈到合作事業
發展基金，合作社解散後，這部分也需要優先捐贈給合作事業發展基金。
整體而言，合作事業涉及的目的事業非常的廣泛，需要各方面先進的支持，
期待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成為合作社事業重要的溝通與推動平台，逐步營造合作社
有利的發展環境。合作社也是社會企業，這幾年來，合作事業與經濟社會的功能
與特性，最適合做為推動社會企業的組織及型態，例如內政部在今年 3 月輔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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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保證責任中華民國葛仙米藻俱樂部運銷合作社」
，葛仙米藻為淡水藍藻(念珠
藻) ，經由新竹食品工業研究所培訓葛仙米藻從事專業養殖戶所組成的，認同合
作社的社會理念，立志成為永續環境的社會企業，對於合作事業與環境，生產者
及消費者共存的理念來經營，非常歡迎他們的加入。又例如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
作社、嘉南羊乳運銷合作社，都是合作社的楷模，說明合作社可以與時俱進，並
具有永續經營的相關理念。這些，印證了合作社與本次國際合作社節的主題相契
合，也說明了合作事業能與時俱進，值得永續經營的社會經濟事業。
今天研討會安排 4 個主題，等會持續進行，除邀請專家學者作深入的研究
報告外，內政部及國發會曾主委都很願意傾聽各位對於合作事業的相關建言及寶
貴意見，提供合作社發展業務及本部推動合作事業發展政策之參考。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參與本次研討會，以及長期以來對於合作事業的支持。
祝福大家身體健康、幸福快樂，研討會順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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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臺北大學李承嘉副校長致詞
各位學術先進及與會貴賓，大家早安:
本校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與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中國合作學社共同主
辦「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4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在此謹
代表臺北大學與本校全體師生與工作同仁，歡迎各位學術及業界先進，以及與會
嘉賓參與本次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感謝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麥勝剛理事主席、臺北大學孫炳焱
名譽教授蒞臨主持，內政部 邱昌嶽常務次長、國家發展委員會 曾旭正副主委、
尤美女立委、蔡培慧立委、陳曼麗立委蒞臨本校，另外也感謝本校傑出校友台灣
金融研訓院 黃博怡院長為我們專題演講「日本人口高齡化挑戰與合作金融機構
的因應對策」
。本次研討會針對「合作社發展社會經濟:新協力模式的發展基金」
、
「信用合作社永續經營」
、
「高齡化社會趨勢下合作社扮演之角色」
、
「消費者對社
會企業產品購買意向」等議題舉行實務論壇，促進合作社界學術與實務的交流。
2016 年國際合作社節主題為「合作社是永續發展的行動力」
(“Cooperatives :The Power to Act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國際合
作聯盟 (ICA)與聯合國皆有志一同將永續發展訂為主要目標。二十一世紀全球資
本主義社會中，全球戰爭衝突、氣候環境變遷加劇、金融及貨幣的脆弱等各種天
災人禍，合作社事業以自助、互助、團結及和平方式在紛擾社會中帶來穩定與希
望，更能突顯合作社的重要性。合作社的理念以重視公平貿易、綠色環保運動、
創造互助合作等多元化之社會經濟價值，修補二十一世紀以來資本主義、市場經
濟及金融風暴所造成的傷害，積極創造就業、脫離貧窮、優質治理、社區參與及
提升婦女能力等，在各方面都對全球永續發展產生重大貢獻。
今天的研討會更是針對「合作社是永續發展的行動力」來做深入的探討，
感謝各位先進蒞臨指教，臺北大學希盼大家都能在研討會期間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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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國家發展委員會曾旭正副主任委員致詞
麥勝剛理事主席、邱次長，還有李副校長及黃院長，還有在場各位關心合
作、合作事業、合作經濟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榮幸來參與這次的研討
會，我個人大概 20 多年來都在社區營造的領域裡面投入，我們最早的政策擬定
到實際的操作到第一線的教學，20 多年來都好像沒有離開這個領域，對臺灣的
社會有一點點的觀察，我特別覺得就是從社區營造的角度來看，我們走到了一個
階段，這個階段是要讓社區組織再運用新的方法來讓他們合作，就是讓他們的合
作能夠更有效，其實就是合作社，所以我一直期望把合作社的操作、理念，引進
到社造的營運裡，讓社區營造的朋友，初步有了合作的經驗，事實上社區營造就
是要大家合作，一起來關心自己的社區，然後來發展公共事務，但是過去都是用
社區發展協會，或者是村里辦公室的組織。但是我覺得一方面是這樣的組織，特
別是社區發展協會，往往因為一次選舉換了主席之後就斷了，很多前面的工作、
很多事情就不能延續。我相信合作社作為一個自發組織起來的團體，凝聚力以及
本身相關的規定可以使它延續下去，所以我一直期望把合作社的概念跟操作和社
區營造結合起來。
最近我有一個學生在後壁的仕安社區合作了幾年，我也有一個感想，跟各
位先進大家分享一下，當然我們在設計各種合作社的相關制度，推動的事物、主
題，總是覺得好像合作就是必然，大家好像就懂得合作。不過我覺得臺灣這個社
會，大家還要在合作這個事情上面有更多的學習，據有合作的意識，這可能從小
就要培養，而不是怎麼樣出人頭地、鶴立雞群。之前看到一個訊息，在日本社會
裡面，如果問媽媽說你對你小孩的期望是什麼，日本媽媽會說我期望我的小孩在
公司、在團體裡面好好合作，而台灣父母會說對小孩的期望是要出人頭地，或要
當最好的，基本觀念就不太一樣。所以我們合作的經驗和能力相對不足，這是合
作人要如何有合作意識，是我們大家要共同思考，不管是教育或是各個領域這
樣，但是只有合作意識我覺得還不夠，從仕安的經驗看到的，還要有合作社的意
識，合作社的意識就是說，我懂得跟別人合作，可是我們如何能夠有組織的來合
作，這邊是關鍵，所謂合作社意識是什麼呢?就是我認知到我是合作社的一員，
然後我們有一個超乎我們個別成員之外的組織叫作合作社，合作社有它的組成方
式、運作規則、決策模式、行動方法，這樣的時候，合作社才能夠運轉起來，所
以如果只是光有合作，那就變一盤散沙，沒有一個組織，沒有一個方法，知道自
己是怎麼運作，所以我很高興看到我們包括台北大學、逢甲都還有合作經濟系這
樣子的一個系，也很希望師生共同努力。還有在我們的校園之外，有這麼多在學
會、社會各界對合作事業有關注的朋友，大家一起來思考這個問題，讓合作的發
展不只是一個小小的領域，它就是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我們最近一直在談
韓國漢城經驗的時候，主要是社會住宅，它是合作住宅、住宅合作社。在臺灣，
我們還沒辦法有清楚的概念，因為整個社會對於合作、合作社還不夠了解，也沒
有太多參與的管道，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研討會，能夠計畫更多好的想法，之
後有更多知識，另外在我們的部門能夠努力來支持這樣的事情，讓臺灣能夠更快
的在現有的基礎上面，更能夠推動合作社會氣氛，社會模式來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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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第 94 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專題演講：

日本人口高齡化挑戰與合作金融機構的因應對策
黃博怡 臺灣金融研訓院 院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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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ҁΓαଯសϯࡷᏯᆶӝբߎᑼᐒᄬޑӢᔈჹ

ൔΓǺ റ ܃
Ѡߎᑼࣴ૽ଣ ଣߏ

ύ҇୯105ԃ6Д24В

1. 㖍㛔Ṣ⎋檀漉⊾䎦㱩

2

-9-

Ӛ୯Γαଯសϯޑᖿ༈
(65㹺а, ʘ)

Вҁ26.2%
(2015ԃ1Д1Вਔᗺ)

• 2015ԃ1Д1ВВҁ65ྃаޑଯសΓαэВҁ܌ԖΓαКख़ࣁ26.2%Ƕᒿ
ტߏۯڮϷϿηϯǴ҂ٰ׳ᝄख़ǹႣෳ10~15ԃࡕϐКख़εऊၲ
35%Ǵ2055ԃ׳ёૈډၲ40%Ƕ
• Ѡܭ2015ԃਔଯសϯКख़ࣁ12.6%ǴႣी2025ԃၲ20%Ǵ2050ԃၲ36%Ƕ


• Вҁ65㹺аଯសΓαᆶ15ɴ64 㹺മΓαϐКٯ
1950ԃ
1Ǻ12.1ǹ
2015ԃ
1Ǻ2.3
1Ǻ1.3
2060ԃ

р܌Ǻ

2015ԃ ހଯ唐ޗ㜘қਜȐ㚵ሙ۬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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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ҁߥޗምЍрޑᡂϯ

2014Ѝбᕴᚐ
115.2 ӂВ༝
= 960 billion USD

48.6%
࡚ೲ㽲ε
(ѳ֡ԃቚу2ӂВ༝)

ԃߎ
32.1%
ᙴᕍ
ޗᅽճ )х֖
ϟៈߥᓀȑ-ځд

19.3%



2. 㖍㛔檀漉Ṣ⎋ᷳ屉⊁䉨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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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1ǺଯសΓαߎᑼၗౢԖߎᚐຬၸځдԃសቫ
2ΓаৎЊߏόӕԃសቫৎߎᑼၗౢ1999-2014ԃϐᡂϯ


Вჾί༝



+
+
+



+


1999

2014


ୃ

ع







ୃ

ୃع

ୃع

ୃع

ୃਰ

ݙǺᓯᆽᎩᚐх֖܌ԖჾϐӸීǵۓයӸීǵғߥڮᓀǵԖሽ㡅ǶӧԜբࣁԖߎᑼၗౢϐॶǶ
ၗٰྍǺঅׯΟ䀏ӝࣴୖ܌زԵВҁ䀏୍࣪Ȩѳԋ21(2009)ԃӄ㡚㡷ᄊፓ㦞ȩբԋϐၗǶ


FACT 2ǺଯសΓαԖߎޑᑼၗ㰗эӄᡏৎϐ6ԋ
2009ԃଯសޣԖϐߎᑼၗౢэӄԃសКȐ2Γаϐৎȑ















60㹺аޣӝीεऊ
Ԗӄᡏ60%
ϐߎᑼၗ㰗















ୃ ୃع

ع

ع

ع

ع

ع

ع

ع

ع

ع

ୃ

ୃ

ୃ

ୃ

ୃ

ୃ

ୃ

ୃ

ୃ

ୃਰ

ݙǺᓯᆽᎩᚐх֖܌ԖჾϐӸීǵۓයӸීǵғߥڮᓀǵԖሽ㡅ǶӧԜբࣁԖߎᑼၗౢϐॶǶ
ၗٰྍǺঅׯΟ䀏ӝࣴୖ܌زԵВҁ䀏୍࣪Ȩѳԋ21(2009)ԃӄ㡚㡷ᄊፓ㦞ȩբԋ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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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3ǺଯសΓαϐӸීѳ֡Ꭹᚐຬၸ2,000В༝
2009ԃ٩ྣЊߏԃសीϐᓯᆽᎩᚐϷӄᡏᓯᆽᎩᚐѳ֡㨭Ȑ2Γаϐৎȑ


ίВ༝



  




ΒΓаৎѳ֡ 15,208ίВ༝















ୃ ୃع

ع

ع

ع

ع

ع

ع

ع

ع

ع

ୃ

ୃ

ୃ

ୃ

ୃ

ୃ

ୃ

ୃ

ୃ

ୃਰ

ຏǺᓯᆽᎩᚐх֖܌ԖჾϐӸීǵۓයӸීǵғߥڮᓀǵԖሽ㡅ǶӧԜբࣁԖߎᑼၗౢϐॶǶ
ၗٰྍǺঅׯΟ䀏ӝࣴୖ܌زԵВҁ䀏୍࣪Ȩѳԋ21(2009)ԃӄ㡚㡷ᄊፓ㦞ȩբԋϐၗǶ


FACT 4ǺଯសΓαᏱԖԾԖՐৎϐКၻΐԋ
ՠࢂӧሦ۬ࡹڗԃߎޑৎύǴԖ63.5%ޑৎ၀ࡹ۬ԃߎࢂځ
ޑԏΕٰྍǶ

р܌Ǻ

2015ԃ ހଯ唐ޗ㜘қਜȐ㚵ሙ۬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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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5ǺཥቚޑଯសΓαଯࡋύӧεѱ



3. 㖍㛔⮵Ṣ⎋檀漉⊾䘬㕘奨
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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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ҁଯសޗჹ୷ҁࢎᄬ
1. ᇡޕᡂॠ


3. ଯសΓγӆଅ

όەѝݙӧٗ٤ҥջሡाྣ

 ໒ۈȨΓғ90ԃਔж(90ྃଏҶཷޑ

៝ޑԴΓǴჹٗܭ٤ҞёаԾ

)ۺȩޑႣഢǴख़ຎԖᡍᆶૈΚϐଯ

ЬޑԴΓǴ׳ᔈ၀ख़ຎӵՖᆢ

សΓγ୍ܺޑޗཀᜫǶ

଼ځநᆶࢲΚǶ

4. ख़ຎၗౢШжൻᕉ

2. уख़ȨӦБȩفՅ

 ၸิڋीڐշԴΓஒ౽ᙯ๏
ԃᇸޑηǵШжǴаߦၗౢШж

ȨӦБȩӧଯសߥޗምࡋڋύתᄽ

ൻᕉޑճჴǶ

ख़ाفՅǴமϯӦୱΚໆᆶჴ
ӼޑۓӦୱ ޗǴჴӼӄǵӼ
Јޑғࢲᕉნ Ƕ

13

ВҁΓޑტڮᆶ଼நტڮ
(ԃ)
䠄ᖺ䠅

60

65

70

75

80

ტڮ

85

90

79.55

⏨ᛶ
଼நტ ڮ70.42

9.13 ԃ
9.13ᖺ

86.30
ዪᛶ
73.62

12.68ᖺ
12.68 ԃ

ᖹᆒᑑ

ᗣᑑ
䠄᪥ᖖ⏕ά䛻ไ㝈䛾䛺䛔ᮇ㛫䠅

ᖹᆒᑑ䛸ᗣᑑ䛾ᕪ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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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ၰ۬ᑜϐ଼நტڮКၨ
܄ت

ζ܄
ዪ ᛶ

⏨ ᛶ
ឡ▱
㟼ᒸ
༓ⴥ
Ⲉᇛ
ᒣ
㛗㔝
㮵ඣᓥ
⚟
▼ᕝ
⩌㤿
ᐑᓮ
⚄ዉᕝ
ᒱ㜧
Ἀ⦖
ᒣᙧ
୕㔜
ᰣᮌ
㈡
ᇸ⋢
ᐩᒣ
⇃ᮏ
ᒣཱྀ
⛅⏣
ᓥ᰿
ḷᒣ
ி㒔
ᐑᇛ
ዉⰋ
బ㈡
ᗈᓥ
㫽ྲྀ
ᾏ㐨
ᮾி
⚟ᓥ
රᗜ
᪂₲
ᚨᓥ
㤶ᕝ
ศ
⚟ᒸ
ᒸᒣ
ឡ
ᒾᡭ
㜰
㛗ᓮ
㧗▱
㟷᳃

㟼ᒸ
⩌㤿
ឡ▱
Ἀ⦖
ᰣᮌ
ᓥ᰿
Ⲉᇛ
ᐑᓮ
▼ᕝ
㮵ඣᓥ
⚟
ᒣ
⚄ዉᕝ
ᐩᒣ
ᒱ㜧
⚟ᓥ
㛗㔝
⛅⏣
ឡ
ᒣᙧ
⇃ᮏ
ᐑᇛ
᪂₲
ᒣཱྀ
బ㈡
୕㔜
༓ⴥ
ி㒔
ᒸᒣ
ḷᒣ
㟷᳃
ᒾᡭ
㫽ྲྀ
ᾏ㐨
ศ
㧗▱
රᗜ
ᇸ⋢
㛗ᓮ
ዉⰋ
ᮾி
㤶ᕝ
ᚨᓥ
⚟ᒸ
㜰
ᗈᓥ
㈡

71.74
71.68
71.62
71.32
71.20
71.17
71.14
71.11
71.10
71.07
71.06
70.90
70.89
70.81
70.78
70.73
70.73
70.67
70.67
70.63
70.58
70.47
70.46
70.45
70.41
70.40
70.40
70.38
70.34
70.22
70.04
70.03
69.99
69.97
69.95
69.91
69.90
69.86
69.85
69.67
69.66
69.63
69.43
69.39
69.14
69.12
68.95

2.79 ԃ

65

70

᭱㛗䛸᭱▷䛾ᕪ

75 䠄ᖺ䠅

75.32
75.27
74.93
74.86
74.86
74.64
74.62
74.62
74.54
74.51
74.49
74.47
74.36
74.36
74.15
74.09
74.00
73.99
73.89
73.87
73.84
73.78
73.77
73.71
73.64
73.63
73.53
73.50
73.48
73.41
73.34
73.25
73.24
73.19
73.19
73.11
73.09
73.07
73.05
72.93
72.88
72.76
72.73
72.72
72.55
72.49
72.37

2.95 ԃ

65

70

᭱㛗䛸᭱▷䛾ᕪ

䠎䠊䠓䠕ᖺ

75 䠄ᖺ䠅

䠎䠊䠕䠑ᖺ

15

ଯសޗଯសתޣᄽفՅ
ѸฅޑБӛ܄

Shift

Ѝ0Ѝජޗ
ޑଯសޣ

җٰޗЍ0
Ѝජޑଯស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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ი༧Шжଯសޣଓ׳ଯቫԛޑȨ܌ឦȩȨ൧ལȩȨԾךჴȩޑᅈ
ى



4. ⛀⟲ᶾẋ
⮯㓗㐸崟䘥慹䓇㳣䓊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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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ଯសޣԾׯޑيᡂ



2. ଯសޑޣғࢲׯᡂ

ଏҶǵ࠸ηᐱҥࡕޑಃΒΓғᗋԖ10λਔёࢲϐਔ໔
z ӧཥޑᆸѠ
z ᄽрཥҞ
z ಖيᄽрޑΓғ
ඓᖂǵസறᖂόᘐޑΓғ
ଏҶࡕӆԛࢲ៌ޑΓғ
=EncoreΓ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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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ଯសޗϣ఼ׯޑᡂ-ᗌӛ܌ᒏқߎޗ



қߎޗౢཥᐒ
ᝧ

হ୩ୠ

⃯ჶஊ

സਜૹਃ੧

ৈ≫0%$
ᄘ়岝੍ର
⃒ଢ଼ᝧസਜ
னਠ௯તਙ
Ἇᎌ
സਜ
েણ
ੇেણኞസਜ
েણథඈኢে
૭ણ
ৈ≫ኞ
ਗল
ણ੍ରസਜ
ඩ
സਜ
ૹਃ કథেણ૬ ੇᤗ৲ ੇୗസਜ
ৗ୵സਜ ዮક ੍ରዮസਜ
ણඩ ೨థ੍ର
୮ফ ๋≫സਜ
ૹਃ
೨েણസਜ
ᖏᘭᷟథ੍
ನણඩ රᢐਸ਼য
ᝧૹ
೬✱థৗেણ
ਃ
লസਜ

ᝏಆ
ੵ
⃒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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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ૠெ ᄬூᚹ
৯
ফ



























Вҁҥ௲εᏢ໒ϐಃΒᆸѠεᏢ-ߚറ௲Ꭶፐ
ำǴЬाҞࢂޑᏢಞќߏаӆΕᙍߏ



ᖐᒤNEN݅ϰլ-а60ྃаଯសࣁޣჹຝǴх֖Ӛᅿ
ᝡמҞϐӄ୯ࢲ܄ǴୖуΓኧऊ50ΓǶߚКᖻ
ය໔ӚӦۓයՉКᖻግಞ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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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5. 㖍㛔戨檖慹圵䘤⯽䎦㱩
ͲͲᾉ䓐慹⹓冯⛘㕡戨埴ℙ⎴㑼䵙戨檖慹圵ᷣ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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ѱሌՉ(4)
ሌՉ

5.1

Вҁ

ߞૼሌՉ(16)
ځд(15)

Ѧ୯ሌՉ(53)

ሌՉᡏཷسॊ

(ྷᕞǵΟϔՐ϶ǵΟܿ٧UFJǵٚٗ)

佌楔
戨埴
ӦБሌՉ(64)

҇ᔼᐒᄬ
ӦБሌՉ

(хࡴᆛၡሌՉ)

ಃΒӦБሌՉ(41)
ځд(1)

㜙Ṕᷳ
㗇戨埴
(ῄҏٚٗሌՉ)

ߞߎύѧߎ(1)

ߞҔߎ(267)

മߎೱӝ(1)

മߎ(13)

ߞҔಔӝೱӝ(1)

ߞҔಔӝ(153)

ၭ݅ύѧߎ(1)

ߞၭೱ(33)
ߞᅕೱ(30)

ⶊ泐ᾉ
䓐慹⹓

ӝբߎᑼᐒᄬ

ၭ(ڐ679)
ᅕ(ڐ98)

ВҁࡹߎᑼϦ
୯ሞڐΚሌՉ
Ϧᔼᐒᄬ
πಔӝύѧߎ

ຏǺࡴ۱ࣁᐒᄬኧǴሌՉǵߞҔߎࣁ2015ԃ11
ДǵߞҔಔӝࣁ2015
ԃ4Дǵၭسڐࣁ2015ԃ6ДၗǶ
ၗٰྍǺਥᏵВҁߎᑼᆛઠǶ
(http://www.fsa.go.jp/menkyo/menkyo.html 2016/1/10)

ВҁࡹၗሌՉ

27

ӦБሌՉȋဂଭሌՉ
ಃΒӦБሌՉȋܿ٧ϐࢃሌՉ
ߞҔߎȋணᓥߞҔ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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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ဂଭሌՉཷݩ
¾ ဂଭሌՉԋҥܭ1932ԃǴဂଭᑜ
ϣԖ105ৎϩՉǴᑜѦԖ151ৎϩ
ՉǴ٠ܭફऊԖϩՉǵ३ෝ
Ԗဂଭ୍(३ෝ)Ԗज़Ϧљǵа
ϷܭੇԖж߄ᒤ٣ೀǶ
¾ ဂଭሌՉიϦљхࡴǺ1.ဂଭ
ύѧᑫǺࠔނၮଌǵߎԾ
ϯഢߥޑᆅ୍Ƕ2.ဂଭ୍
Ȑ३ෝȑԖज़ϦљǺߎᑼǵچ
୍ǹ3.ဂሌચၛǺચၛ୍Ƕ
4.ဂሌьǺߞҔь୍Ƕ5.ဂଭ
ߞҔߥǺߥ୍Ƕ6.ဂሌس
୍ܺǺس໒วǵᎍ୧Ƕ
29

¾ ဂଭሌՉϐສීᕴᚐࣁ4.8ӂВ༝Ǵӧ105ৎӦБሌՉύǴՏ
ۚಃ9ӜǴສܫჹຝЬाϝаဂଭᑜϐ࠼ЊࣁЬǶӸීᕴᚐ
ࣁ6.2ӂВ༝Ǵӧ105ৎӦБሌՉύǴ௨Ӝಃ12ӜǶԾԖၗҁ
Кࣁ13.04%ǴՉ3,264ΓǶ
¾ 2015ԃ3ДਡЈ୍ϐЛճࣁ922ሹВ༝Ǵృճࣁ339ሹВ
༝Ƕ2016ԃ୍ख़ᗺࣁග࠼ٮЊԖሽॶޑࠔǴձࢂᙴᕍ
ᆶྣៈౢ࠼ޑЊǴဂଭሌՉஒձගٮᒌ၌୍ܺǶ
¾ ၸဂሌ୍ЍජεᖻǴ໒ۈวϟៈཥࠔ໒ว٣ޣǶ
¾ ဂሌ୍Ѝජεዛ༅Ϸ߄ඦԖᜢཥࠔϷཥ୍ܺޑ໒วǵཥѱ
ޑ໒ܗॠཥᆶബཥޑ٣ीჄǴࢂঁीฝεᖻǴளዛ
ޑीฝǴဂଭሌՉஒӄΚЍځीฝޑჴᆶԋߏǶ

¾ ҥᙴπӝբ୷ߎǴගٮᙴᕍǵϟៈౢၗߎ࣬ᜢࡼǶ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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ဂଭሌՉӧဂଭᑜޑѱ՞
ສී49,500ሹВ༝
аঁΓϷύλҾࣁීܫЬ

ສී

Ӹී

佌楔
戨埴
2011/3

2012/3

2013/3

2014/3

2015/3

2015/9
2013/3

2014/3

2015/3

2013/3

2014/3

2015/3

31

5.3 ܿ٧ϐࢃሌՉཷݩ
¾ܿ ٧ ϐ ࢃ ሌ Չ  ҥ ܭ
2001 ԃ 6 Д Ǵ 2014 ԃ 
Ѡύ୯ߞૼሌՉٳ
ᖼǶ
¾Ҟ  ၗ ҁ ᚐ 260 ሹ В
༝Ǵၗౢᕴᚐ2ӂ7,787
ሹВ༝ǴӸී2ӂ2,285
ሹВ༝Ǵීܫ1ӂ6,021
ሹВ༝Ƕ
¾Ծ Ԗ ၗ ҁ   ى
9.72%ǴԖ32ৎϩՉ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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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٧ϐࢃሌՉޑϩՉǴவ
നчޑчੇၰ༷҄ډനࠄ
ޑΐԀᅽԖҥϩ
ՉǶӧВҁ୯ϣឦܭӦБ
ሌՉࠅૈӧӄ୯ҥϩ
ՉǴܿ٧ϐࢃሌՉᆉࢂᐱ
ޑǶ

33

ᔼཷݩ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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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ணᓥߞҔߎཷݩ

¾ணᓥߞҔߎǴаᒃϪ୍ܺᄊࡋᆀǴӦ70%ޣߏޑ
ࢂߎ࠼ޑЊǴӧ೭ᜐǴεৎёа࣬ϕᇡǴԋࣁܻ
϶Ƕ
¾ЬाࢂၸӦӜޑȨጔВȩǴ໒ߎܫᕴΟኴ
բҶ৲܌ǴԛऊԖ3,000ΓٰԜᆫǴٰޣ൳Яࣁ
ߏޣǴߎխගٮૡᗺǶணᓥߞҔߎޑࢂۺගٮ
ᡣԾρ(ߎ)ഞྠǴᡣჹБ(࠼Њ)БߡЪᅈཀ୍ܺޑǶ

35

¾ணᓥߞҔߎے୍ܺޑԑόࢂаᕮࣁᏤӛǴԶࢂа
Ȩ៝࠼ޑᅈࣁى഻ȩޑҾЎϯࣁҞǶ
¾ၗૻύೀύЈǺ҅ᙍπςҗ1,600Γ෧Ͽࣁ
1,200ΓǴঋᙍπഭ400ΓǴΓ٣ԋҁε൯फ़եǶ
¾ҥ۟ዬೕ߾ઇᚯ ǴЬाࢂၸᔠϷঅ҅ࡽ
Ԗೕ߾ǴᙁϯࢬำϷ٣୍܄πբǴаගଯπբਏǶ
¾௦ҔݤᝤࡌᑐৣEmmanuelle Moureaux ी5ৎϩՉǴ
ཥ॥ᇮǶ
¾य़ჹߎᑼᝡݾǴணᓥߞҔߎόࢂวཥౣǴԶࢂ
ӣډ100ԃബҥޑচᗺǴග࠼ٮЊຠЈ୍ܺޑǴᆶӦ
БஏϪޑᖄ่Ǵ٠ගଯԾޑيਏϷफ़եԋҁǶ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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ᔼݩރ
ᑼၗ

Րӻສී

Ӹී

ҁයృճ

ᆛሌҹኧ

ԾԖၗҁК

37

ᙳ ᖖ┙ྎᨭᗑ䞉Ụྂ⏣ᨭᗑ䞉ᚿᮧᨭᗑ
Daisuke Shima /
Nacasa&Partners
୰㟷ᮌᨭᗑ Ryogo Utatsu
᪂ᗙᨭᗑ
Hidehiko Nagaishi

ᙳ ᚿᮧᨭᗑ
Daisuke Shima /
Nacasa&Partners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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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ҁܿ٧ணᓥߞҔߎϩՉ
Emmanuelle Moureaux ी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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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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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5.5 ВҁதޑـሌᎳߎᑼ୍
ၗౢၮҔ୍
ӛܝܢສී
ჹϟៈ٣ޣගٮϐڐշ
ࣁଯសޣගٮคም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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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ၮҔ୍
¾ܿ٧ϐࢃሌՉբݤ
ම (1)ख़ຎᆶሌᎳय़ჹय़ޑᒌ
၌ᎍ୧Ƕ
ම (2)ी٠ᎍ୧ሌᎳߥᓀϷ
ၗౢၮҔࠔǶ
ම (3)ߦᎍਔǴပჴሌᎳᎍ୧
࣬ᜢϐݤзᒥൻǶ
¾ѳ֡ϩՉޑၗߞૼᎩᚐ
ࠅ࣬ჹၨଯǴߎᚐଯၲ71.7ሹВ
༝ǹၗߞૼэӸීКٯΨࢂ࣬
ჹၨଯǴၲ12.7%Ƕ60ྃаଯ
ស࠼ЊэӄՉКٯ39%ǴԖ॥
ᓀ܄ࠔϐԃសϩթǴ60ྃа
э59%Ƕ

45

¾ ଞჹሌᎳග࣬ٮᜢߥᓀࠔǶගٮவԖၗ
ౢޑၮҔډஒٰၸШᝩޑ܍ሡǴԛбమߥ
ᓀسӈࠔǶ
¾ ҭջගុٮၮҔԖၗౢޑӕਔǴΨགྷ
ၸШࡕஒٰᝩޑ܍ୢᚒǴࡺԛбమߥᓀ
ࠔࢂଞჹଯសޣख़ाߎޑᑼࠔϐǶ

¾ ঁΓԃߎߥᓀ(ᡂᚐԃߎ)ࢂЬΚࠔΨࢂ၀Չ
ޑቻϐǶ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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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ӛܝܢສී
¾ ܿ٧ϐࢃሌՉ٠ܭ2005
ԃගٮཥࠠӛܝܢສ
ීȨкჴΓғȩǴԾᎍ
୧аٰǴӛܝܢສී
ᎩᚐᅌϲǶ

47

ࠔӜᆀ

ܿ٧ϐࢃሌՉ

ဂଭሌՉ

ணᓥߞҔߎ

кჴΓғ

ុۯფགྷ

ӼЈ

ёճҔϐୱ y

аԾԖӜကᏱԖޑԾԖᐱ
ᐱy а ဂ ଭ ᑜ Ϸ ῄ ҏ y
ෂՐӻǴӄ
ᑜϣࣁচ߾ǴЪ
ӄ୯֡ёǶ
y Ϧज़ܭӧܿ
ԖၡጕሽୱǶ
ܿ ٧ǵઓڼ
οᑜǵῄҏᑜǵίယᑜǵ(ຏǺၡጕሽࣁ୯ิ
εٞѱǵ٧ѱǵઓ㛍ѱ
ԃ1Д1Вว߄
ޑሽྗǴ೯
(ܿ᠁ǵ᠁ǵύѧǵ
தҔܭᒪౢิǵ
ծ)㚵ޑϦϐൂ܈ي
ᜄᆶิीሽޑຑ
ϻޣ
ሽ)
y (ӢࣁՐӧбᎦԴӼᎦଣ
ԶؒԖՐӧॊԾԖՐӻ
ޣǴΨ߆ᒌ၌ࢂց಄ӝ
ҙፎచҹ)
ɈՐϦޣԖќбځдచҹǴ
၁ፎࢳ၌ҁՉǶ

ᔼӦ(ܿ٧
 㚵 23  Ϸ Ջ ܿ
٧ѱǵܿΦ੮ԯ
ѱǵమ䐂ѱǵܿ
ξѱǵݓ䅜ഁ
ѱǵΟᡳѱǵλ
ѳѱǹῄҏᑜᔼ
ǹίယᑜ)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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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٧ϐࢃሌՉ

ဂଭሌՉ

ணᓥߞҔߎ

ёаճҔҁ • Вҁ୯ᝤ܈ޣѦ୯୯ᝤ•  ࠔ ճҔࠨ܈ޣऊޣѸ• ಄ ӝ аΠӄޑచ
Ԗ҉ՐޣǶ
ҹޣ
ᅈ60ྃǶ
ԃᅈ
ࠔޣ
ࠨऊޣҁΓ55 㹺а80• Ѹ  ࢂճҔޣҁΓ܈ᆶ•
㹺 а Π Ƕ ӵ ଛ ଽ ϝ Ӹ ଛଽΒΓӅӕۚՐޣǶ
ӧǴ߾ଛଽԃសѸ50• ۚ Ր ӧҁՉᔼୱϣ•
ϐ а ΠϐࡌᑐޣނȐό
㹺аǶ
•
• ԃԏΕ120В༝а֖ ޣεٞ۬ȑ
(ਥᏵԃߎԏΕёႣය(1)Ԗၡጕሽୱϐᐱ
ᐱෂՐӻ
ϐߏයᛙޑۓԃԏΕϐ(2)Ϧ(ज़ҁՉᇡёځёբ
ࣁᑼၗჹຝϐࡌᑐ)ނ
ϣՉቩ)
• ёаӧऊ2λਔаϣᆿᖏ• Ԗ Ϧ Ӆ ԃ ߎ  ᛙ  ۓԏ•
ҁՉԖᒤҁࠔϐϩ Ε ǵ ӕਔӧҁՉ໒ԃ
ߎ༊ීЊޣ
Չޣ
ɈԖᜢᒤҁࠔϐҁՉϩ• ҅ ӧ ܈ஒӧҁՉճҔᒪ•
ՉǴёҗܿ٧ϐࢃᆛ। ޣૼߞق
ዴᇡ܈ӛȨкჴΓғȩ•  ځд ǵ಄ӝҁՉᑼၗ•
ࠔϟಏൂ܌ၩྗ ޑೕޣۓ
ႝ၉ࢳ၌Ƕ
•
• ᛝुࠨऊਔϝڀԖղᘐ
ૈΚޣǶ
ځдǴගрҙፎϐࡕஒਥᏵ
ҁՉቩೕۓՉቩ
ࡕਡۓǶ
•

ҁ  ޗǴ܈Ԗޗ
ၗޣ
२ ԛ ॷීਔԃ
ԃ ᅈ 70
ྃޣ
Ծ Ԗ Րӻ܈ᆶଛଽ
Ӆ ӕ Ԗ  Њ Ծ ࡌ
Րӻ (ϦϷॷӦჹ
ຝ௨ନ)
Ծ Ԗ ՐӻࣁΓൂ
ᐱ ۚ Ր܈ѝᆶଛଽ
ৎΓଆۚՐ
Ԗ Ϧ Ԗԃߎុ
܄ԏΕ
ᆶߞૼȐިҽϦ
љ ȑ ጌ่Ȩӛܢ
ܝສීߞૼȩࠨऊ
಄ ӝ ҁځдᑼၗ
చҹ

49

ܿ٧ϐࢃሌՉ
ၗߎҔ ҁΓ܈ଛଽғࢲޑၗߎሡा֡ё٬ y
ҔǴڀᡏޑၗߎҔӵΠǶ
yᙴᕍ܈ϟៈǵँว܌ݩރሡϐ
Ҕ
yԴԃࡕϐғࢲၗߎ(бԴΓӼᎦଣ
ΕՐҔ)
yՐࡂख़ࡌ(คምᛖՐӻࡌᑐǴх֖
۫ՐӻٳҔǶՠ௨ନಃΟޣᔼޑ
۫)
yՐӻޑးঅ(คምᛖՐӻࡌᑐǴх
֖۫ՐӻٳҔǶՠ௨ନಃΟޣᔼ
ޑ۫)
yԜѦǴ٣Ҟޑޑၗߎ܈ၗҞޑޑ
ၗߎǴᆶғࢲѸሡϐၗߎό࣬
ޣǴόયΕᑼၗჹຝǶॷීਔǴፎග
рёᇥܴၗߎҔϐ࣬ᜢၗǶ

ᑼၗߎᚐ y
(Ѝߎᚐ
നଯज़)
y

ဂଭሌՉ

ணᓥߞҔߎ

Ѹ  ࣁ ғ ࢲ Ҕ ၗ ߎy
Ǵόளࣁ٣
ၗߎ܈ᐒၗߎ٬
ҔǶ
y

y
y

ᑼၗനଯᚐࡋӧ500В༝а1ሹy ᑼၗߎᚐࣁ100Вy
В༝(аϦࣁᏼߥࠔਔ5,000В
༝а1ሹВ༝а
ΠǴЪӧȨԾԖՐ
༝)аΠ(а10В༝ࣁൂՏ)Ƕჴሞ
ॷΕᎩᚐၲࠨऊനଯᚐࡋаǴό
ӻϐሽᚐȩ50%аy
ज़ԛኧ٬ҔǶӧനଯᚐࡋϐϣǴ
ϣ(Ѝനଯᚐࡋ
ԛ٬ҔߎޑᚐΨؒԖज़ڋǶ
ज़)
ᑼၗޑനଯᚐࡋǴஒԵໆ࠼ЊගٮɈ Ȩ Ծ Ԗ Ր ӻ ϐ  ሽ
ᚐȩǺ荛ᐱҥЊ
ϐᏼߥࠔӧځғޑᕴሽॶǵӆਥ
Րӻ߯ࡰβӦሽ
ᏵҁՉቩྗՉᆕӝղᘐࡕ
ᚐǵ荜Ϧ߯ࡰϦ
ुۓǶ
ሽ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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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ғ ࢲ Ҕ ၗ ߎ (ό ள
բࣁ٣܄ၗߎǵ
ၗၗߎϷᐒ܄
ၗߎ)
2.ԾԖՐӻးঅҔၗ
ߎǵଯᚐᙴᕍ(ᕍᎦ)
ǵϟៈࡼ
Ҕ
3. ҁ ࠨ ऊ ࣬ ᜢ  Ҕ
(२ԛۓҔ)
ځдӕܭॊ1-3
ϐҔ

ສීᚐࡋа100В
༝ࣁൂՏǵനଯό
ளຬၸ1ሹВ༝
Ѝനଯᚐࡋޑ
ۓǺଞჹᏼߥࠔό
ౢϐβӦϩǴ
٩ᏵҁुۓϐБ
ݤीᆉрϐᏼߥሽ
Ǵа၀ሽϐ70%
ࣁज़Ƕ
50

ܿ٧ϐࢃሌՉ
ᑼ ၗ ന ଯy
ᚐࡋޑᑽ
ໆ
y

y

ᑼၗനଯᚐࡋ
ԃᔠy
ԛǶ
ᑼၗനଯᚐࡋޑᔠΏ
ࢂਥᏵҁՉ܌ೕޑۓᏼ
ߥࠔሽೕጄՉຑ
Ǵᔠࡕޑሽߎᚐ
ၨԃࡋΠफ़ਔǴᑼၗ
നଯᚐࡋஒᆶᏼߥࠔߎ
ᚐՉӕፓफ़Ƕ
Ӣᑼၗനଯᚐࡋ෧ϿǴ
ԋॷΕᎩᚐຬၸനଯ
ᚐࡋਔǴຬၸϩѸ
ӧ1ԃϣԛ܈ϩයᓭ
ᗋǶ

ဂଭሌՉ

ணᓥߞҔߎ

ᑼၗᚐࡋॷΕࡕǴy
3ԃԾԖՐӻޑ
βӦ܈Ϧाख़ཥy
ሽǴӵ݀ሽߎ
ᚐΠफ़Ǵஒख़ཥቩ
Ѝനଯᚐࡋߎ
ᚐǶ

y

y

 Ѝ ന ଯ ᚐ ࡋ
 ԃᔠ1
ԛǶ
٩Ᏽόౢ᠘ሽቩǴቩ
ࡕऩԖځሽၨԃࡋ
Πफ़٣ǴԖёૈፓ٠
ԋЍനଯᚐࡋϷДᑼ
ၗᚐࡋ෧ϿǴ܈ԖӢයύ
ᓭᗋ٬ளສීᎩᚐ෧Ͽ
٣ەวғǶ
Ӣᑼၗճᡂख़ཥӆी
ᆉߎᚐǴځৡᚐຬၸനଯ
Ѝᚐࡋ٣ਔǴԖёૈ
෧ϿДᑼၗߎᚐǴ܈Ԗ
ӢයύᓭᗋठສීᎩᚐ෧
Ͽ٣ەวғǶ
ӵ݀Ѝനଯᚐࡋ෧ϿǴ
ສීᎩᚐຬၸЍനଯᚐ
ࡋਔǴѸӃፎᓭᗋຬၸ
ߎᚐϩǶ

51

ܿ٧ϐࢃሌՉ

ဂଭሌՉ

ॷීճ y

ສීճࣁᡂճǶҔճࣁ୷y
ҁճуፓ൯ࡋǶ
y ສීճ=୷ҁճ+ፓ൯ࡋ2.8%
y ୷ҁճਥᏵԛՉᑼၗДϐ
ঁДǴനࡕঁᔼВޑᔼ
Вϐ6ঁДTIBOR(ܿ٧ሌՉӕීܨ
ճ)ǴаҁՉۓ܌ճೕۓϐǴϣ
ϦӧӚᔼ܌ϷҁՉᆛ।Ƕ
y ୷ҁճӧ໒ۈᓭᗋࡕ႖6ԛޑऊ
ۓᓭᗋВՉᔠǶ
ɈԜѦǴவຬၸ100В༝ϐߞҔьສී
܈ߎьϐᙯॷᑼၗǵීॷ܈Ꭹᚐຬ
ၸ100В༝ϐϩǴॊፓ൯ࡋ
ஒࣁׯ4.0%Ƕ
ສීᆶӕ࠼ЊӸීᎩᚐೱǴӕᚐϩ
คሡЍбճ৲ǴৡᚐϩωሡीᆉǶ
٣୍܄Ћy २ԛ٬ҔਔሡЍбᑼၗനଯᚐࡋສීy
ុߥ܈
Ћុࣁ108,000 В༝(֖ิ)
Ҕ y ᏼߥᆅಃ2ԃࡕࣁ12,960В༝(֖y
ิ)
y ɈុՉԃ1ԛϐᏼߥࠔख़ཥ
ሽǶ
y ԛճҔၗߎਔόሡЍбЋុǶ
ځдฦǵӑิҔ(ჴЍჴᆉ)Ƕ

ணᓥߞҔߎ

ᑼၗճᆶอයy ճ৲ٳΕҁߎБԄ
୷ҁճೱǴЍбϐճ৲а100В༝
߯ឦᡂճǶ
ࣁб৲ൂՏǴ6ঁ
Дҽޑճ৲ϩձӧ
ԃ3ДϷ9Дޑಃ
2ঁຼϤᙯΕॷډ
ීᎩᚐǶ

ԖՉᒪૼߞقy
ਔሡбЋុ
ҙፎਔǵߥᆅ
ύǵᒪقՉ
Ӛ ೕ  ۓϐ Ћ ុy
Ƕ

ӛόౢܝܢສ
ී୍Ћុ
54,000В༝(хࡴ
㶎8%)
όౢᏼߥ୍Ћ
ុ54,000В༝(х
ࡴ㶎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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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٧ϐࢃሌՉ
ᓭᗋයज़ y ҁߎϩǴܭҁߎy
ᓭᗋВ(ࠨऊޣԝ
Ϋࡕ6ঁД)ԛ܄
ᓭᗋǶ

ဂଭሌՉ
ணᓥߞҔߎ
ҁ  ࠔ ࠨ ऊ ಖ Α ਔy Ԗ а Π Һ Ֆ ٣ 
(ҁΓԝΫਔ)Ǵᝩ ว ғ ਔ Ǵ Ѹ  ҥ
܍Γр୧ҁΓޑԾҔ  څᓭ ᗋ ӄ  ສ
ՐӻǴар୧ී܈ ීǶ
ߎӸීՉ
 ԛ܄1.࠼ЊԝΫਔȐҗଛ
ଽख़ཥጌ่ཥޑ
ᓭᗋǶ
y р୧ԾԖՐӻਔǴр ߞ ૼ ࠨ ऊ ਔ ନ
୧ሽک၀όౢϐ Ѧȑ
 ᖼ ວ ሽ  Ԗ ৡ ᚐ2.࠼Њ౽ۚډҁߎ
ਔǴाፐቻόౢ౽ ᔼ   а Ѧ Ӧ 
ਔ(хࡴΕۚϟៈ
ᙯ܌ளิǶ
y ԾԖՐӻр୧ීό ىᅽࣸࡼ)
аᓭᗋॷීӄߎᚐ3.࠼ЊᆶߞૼȐިҽ
ਔǴόىϩόϒଓ Ԗ ज़ Ϧ љ ȑ ಖ З
ǶՠόىϩǴ࠼ ૼߞڗ܈ਔ
Њ(ᝩ܍Γ)Ӣ୍խ4.ӧයज़ϐϣǴԖ
ନ  ܌ౢ ԏ  ޑᖏ ਔ  ܌ॊ1.ɴ3.ନѦϐճ
ளǴёૈԖፐิ  ഼ Ѩ ϐ  ٣ ว
ғਔǶ
ݩރǶ
53

5.5.3

ჹϟៈ٣ޣගٮϐڐշ

5.5.3.1ဂଭሌՉϐբݤ
ऩԖҾགྷୖᆶϟៈࡼǴဂଭሌՉගڐޑٮշǴх֖аΠǺ
1.ڐշ၀ҾՉፓ
(1)ΑှځགྷࡌࡼӦϐٮሡݩǴᎦԴᐒᄬࢂցىǻ
(2)ߕ߈ᎦԴᐒᄬΕՐࣁӭϿǻ
(3)ԖคᙴᕍᐒᄬёᆶځଛӝǴᆙ࡚ݩਔǴԖคᙴғёගڐٮ
շǹ
(4)ԖคຬѱϷߡճ۫(Ӣࣁྣៈޣӭࣁζ܄ǴԶζ܄೯தሡ
ाྣៈৎǴБߡځΠࡕᖼނǴࡺሡाຬѱ)ǴΨᔅځቩ
ਡ٣ीฝǶ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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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ගٮ٣ीฝਜ࣬ᜢၗૻ(ᆶॊፓϣ࣬ᜪ
՟)Ƕ
3.ჹཥࡼਢҹගٮສීᒌ၌ǵڀ܈ᡏޑၗߎٮ๏Ƕ
4.ࡌϟៈࡼޣᆶჴሞᔼޣόӕਔǴဂଭሌՉё
ڐշϟಏᆶ൞ӝǶᆶϟៈঁޣձय़ፋԏၗૻǴ
ዴᇡϟៈࡼޑᔼၮݩރǶ
5.୍൞ӝǴϟಏڬᜐ࣬ᜢ(ޣӵǺࡌϦљǵચ
ၛϦљǵᙴৣǵУᙴ)
6.மϯᆶѦৎ៝ୢޑӝբ
ම ӢࣁྣៈߏࢂޣԖ࣬॥ᓀޑౢǴࡺჹϟៈᔼ
ޣගٮᔼࡌޑ܈ЍජǶ
55

7.ගٮόౢൔ܈ϟಏӦЬ
ම Ӣೕኳᘉεёफ़եԋҁǴࡺჹ׆ఈᘉε٣ೕኳޣޑǴ
܈ाځډдӦБᘉ୍ޣޑǴဂଭሌՉёගٮЍජǴ
ӵϟಏ໕όౢǵ׆ఈᇂϟៈࡼޑӦЬǶ
8.ऩϟៈ٣ޣགྷଏрѱǴဂଭሌՉΨёڐշځՉM&A
൞ӝ܈ၗૻගٮǶ
9.ၸဂሌ୍ЍජεᖻǴ໒ۈวϟៈཥࠔ໒ว٣
ޣǶ
10.ҥᙴπӝբ୷ߎǴගٮᙴᕍǵϟៈౢၗߎ࣬ᜢࡼ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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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2ܿ٧ϐࢃሌՉբ—ݤȨ଼நᆶᙴᕍౢЍජ
ი໗ȩ
ම ҁი໗ҥܭ2005ԃǴЬाҺ୍ࢂҗი໗ৎԋೕჄගڀٮԖ
Յϐ୍ೕჄǴၸߎᑼय़ӛࣁଯសϯޗрଅǶ
ම ጓڋλಔԋ7ӜǴ୍ܺጄൎၹѲӄ୯Ƕ
ම ი໗୍ܺޑჹຝаྣៈޣǵᙴᕍᐒᄬǵᛰֽǵߥػǵᙴᕍᐒᏔࣁ
ЬǶ
ම ი໗ޑமӧܭԋεӭࣁӧྣៈ࣬ᜢౢԖჴ୍ᡍ܈මௗڙၸ
૽ᗗǴςჹ၀ౢڀԖ࣬ჹుΕـޑှǶନԜϐѦǴᆶߎᑼࣚޑ
ᏹዬЋǵၗৎǵৎࡌҥϐೱ่ΨԖշځܭπբޑՉǶ
ම ი໗ޑቻӧନΑගٮҾѸाϐᑼၗѦǴΨଞჹ଼நྣៈྣៈ
ౢ܌ሡၗౢගٮคଓᑼၗ(no-recourse loan)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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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ਢϩ٦ǺჹԖᎦԴଣό
ౢϐSPCගٮคଓᑼၗ
1.ᔼᎦԴଣ(܈ᙴᕍᐒᜢ)ϐྣៈ(ޣϩ
х֖ӦЬ܈໒ว)ޣஒᎦԴଣόౢᙯ
୧ ๏   ۓҞ  ޑϦ љ (Special Purpose
Company, SPC)ǶSPC߯ࣁၗΓ(ၗౢᆅ
୷ߎ)рၗԋҥϐݤΓǴԶܿ٧ϐࢃሌ
Չ߾ගٮSPCคଓᑼၗǴբࣁځϩ
όౢᖼΕ٬ҔϐၗߎǶ
2.SPCӆஒ၀όౢрચ๏চྣៈޣǶྣ
ៈޣஒԾρ໒วࡌϐᎦԴଣǴҗԾՉ
ԖᙯᡂԋચၛޑБԄᝩុගྣٮៈ୍ܺ
٠ӛ٬Ҕޣԏڗ٬ҔǴаԜБԄගӣ
ԏځΕϐၗߎǴ٠ڗளᛙ୍ܺޑۓԏ
ΕǶӕਔΨёаஒ၀ගӣԏϐၗߎӆ
Εډཥޑ໒วࡌᎦԴଣύ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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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ਢϩ٦ΒǺගٳٮᖼ(M&A)ᒌ
၌ᆶԏᖼ܌ሡၗߎϐᑼၗ
¾ ൨פӧٳᖼڀԖᙦᡍϷᕮਏޑი໗ٰӢ
ᔈྣៈ٣Ϧљϐ٣ᙯᡣǵӝၗ܈ౣᖄ࿉
ޑሡǶҞǴςԖ5ҹीฝ҅ӧՉϐ
ύǶ
¾ ჹٳᖼ܌ሡၗߎঁޑਢՉᑼၗǺჹAϦљ(ೕ
ኳǺӝࡕٳᔼԏ600ሹВ༝)ܭԏᖼBྣៈϦљ
(ೕኳǺᔼԏ30ሹВ༝)ਔǴሌՉ๏ϒAϦљٳ
ᖼ܌ሡाϐ10ሹВ༝ၗߎޑᑼၗǴаճځճ
ֹԋٳᖼ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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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ࣁଯសޣගٮคምᛖ୍ܺ

5.5.4.1 ܿ٧ϐࢃբݤ
•ܿ٧ϐࢃሌՉׯ๓ᔼคምᛖഢϷග࣬ٮ
ᜢπڀǴٯӵǺԴ᜔ǵܫε᜔ǵܞǵ೯ߞ
݈ǵፋ݈ǵAED (ԾᡏѦЈ᠌ႝᔐѐᏔ)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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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Չௗ࣬ڙᜢ௲૽ػግፐำڗ܈ளၗǴٯӵ୍ܺ
ϟៈշγǺ145Ӝୖу (эϩՉՉኧ32%)ǹѨඵੱЍ
ޣǺ81Ӝୖу(эϩՉՉኧ18%)ǹжж᠐ࣴঅǺ
101Ӝୖу (эϩՉՉኧ22%)ǹ࡚௱ᖱಞǺ148Ӝୖу
(эϩՉՉኧ33%)Ƕ
• ܿ٧ϐࢃሌՉᔼ۫य़ޑीᆶሌՉόӕǴԖ
Financial LoungeǴԖྕཪݗޑǴᗦޜد໔Ǵᆶ៝
࠼ёаவޑፋ၉ྎ೯Ƕ
• ၸᒃϪӦय़ჹय़ᒌ၌୍ܺБԄǴٰගଯ៝࠼ޑᅈཀ
ࡋ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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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2 ணᓥߞҔߎբݤ
•ගٮӢᝩ़܍ғิߎ࣬ᜢୢᚒޑᒌ၌୍ܺǶ
•ԋΓ᠘ៈࡋڋǺࡹ۬ଞჹӢ੯ੰǵ٣ࡺᏤठղᘐૈΚόޑى
ΓǴৎຊղ܌ᒧۓජշޣගߥٮៈࡋڋޑǶၸԜࡋڋёڐ
շՉࣁૈΚόޣߏޑىՉߎᑼ࣬ᜢ୍Ƕ
•ගٮႽηኬޑຠЈ୍ܺǺӧځғВਔठᜄᘶނǴଌԃߎ
ԿځՐ܌Ǵ෧խATMගීϐҬܰЋុǴ٬ځག൩Ⴝځ
ٽᔅ୍ܺځኬǶගٮԜᅿ୍ܺǴߏޣ೯தࡐᜫཀஒځၗߎӸ
ΕணᓥߞҔߎǴ٬ځӸීᎩᚐගଯ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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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attention

デ嫅修倥

㔔婳㊯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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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第 94 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論文一：

論合作社發展社會經濟：新協力模式的發展基金
主持人 ： 臺北大學 孫炳焱 名譽教授
發表人 ： 中國合作學社 梁玲菁 理事長
屏東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許慧光 教授
與談人 ：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 郭翡玉 處長
與談人 ：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李嗣堯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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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一： 論合作社發展社會經濟:新協力模式的發展基金
主持人： 臺北大學孫炳焱名譽教授致詞
內政部邱昌嶽常務次長、台灣金融研訓院的黃院長，各位立法委員，還有
合作社的先進，各位老師、各位女士、各位先生，大家早。今天第一個討論的主
題是「論合作社發展社會經濟:新協力模式的發展基金」，重點是要討論合作發
展基金的設立與有效運作，剛才已經陸陸續續有貴賓提到這個問題，我想，先介
紹一下論文的作者，梁玲菁、許慧光兩位教授，梁教授目前擔任中國合作學社的
理事長，許慧光教授是屏東大學財務金融系的專任老師，另外，與談人有兩位，
今天非常難得請到行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的郭處長來參加，郭處長是成大土木系
畢業後，到北京大學，之後在台北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所以是這個學校的校友，
另外一位是李嗣堯教授，也是台北大學的校友，合經系畢業後，到日本念書攻讀
碩士，並在北海道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下面我想節省時間，就不再多話，
先請梁教授來報告他的論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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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合作社發展社會經濟：新協力模式的發展基金
梁玲菁

許慧光

摘 要
「新協力模式(New model of collaboration)」係指民間與政府共同以合作事業引
入創新於社會經濟，以社區經濟共同體的互助網絡，來照顧人民的「生命、生活、生產
及生態」的「四生一體」多元需求，建置「合作社發展基金」暨「發展中心」推展，即
發揮瑞典合作學者 Sven Böök 所指出「合作主義追求兄弟價值」即「鄰人愛」的價值。
(孫炳焱，2003)有鑑於此，梁玲菁(2015)提出「合作連結與創新經濟」啟動「臺灣社會
經濟互補性發展機制」，來落實國民生活秩序安定。歐盟國家持續以合作社發展社會經
濟，如合作金融在地方活化經濟，合作創業、解決失業(2002，Salamanca)；因應高齡
化、少子化，開展社會型服務、照顧、住宅、綠色消費等合作社(2005，Krów)；在 2012
年「國際合作社年」
，再度掀起查理 季特所倡「休戚相關經濟(the Solidarity economy)」，
此應證賴羅博士所指合作社運動的發展，來解決社會長期多方的需求問題，也是 Sven
Böök 所述世界變遷下，合作社的「關係」價值發揮「休戚相關」的善循環。
合作社長期的發展符合聯合國：脫離貧窮與多元目標永續發展。各國政府在國會督
，在政策上建置發展基金與發展中心，
促下鬆綁法令，展開全國的「合作社發展計畫」
不僅遵循著聯合國「準則」(2001)的呼籲，國際合作社聯盟與國際勞工組織(2014)之修
法指導，同時實踐國際 CEDAW 公約促進婦女合作經濟保障權益，兩公約的結社經濟人
權，以及聯合國消除歧視委員會(2016.03.04)第 134 號一般性建議。據此趨勢，臺灣發
展合作社，本文鄭重提出四個課題與政策行動建議，並且規劃「合作事業發展基金」雛
型與相關建置，希冀以積極的機制喚起臺灣社會，尤其是各級政府，共同實踐國際公約
所支持的合作社運動，以其多元性、互補性及未來性，開展社會經濟。
關鍵詞：合作社、休戚相關經濟、新協力模式、社會經濟、合作社發展基金、合作社發
展中心、創新的社會經濟、國際公約(公政公約、經社文公約、CEDAW 公約)
英文詞：Cooperative, the Solidarity economy, New model of collaboration,
Social economy,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funds,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center, Innovation in soci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ICCPR, ICESCR, CEDAW)



中國合作學社理事長暨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兼任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本文遵循吳克剛教授師承法國合作學者查理·季特(Charles Gide, 1847-1932)，中譯法文「La

Solidarité」為「休戚相關」，國內有些中譯為「連鎖」、
「連帶」、
「團結互助」等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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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合作社發展社會經濟：新協力模式的發展基金
壹、問題緣起
具體的合作社促進社會經濟活動，從瑞典的政府政策開始，獲各國政府重視，
在國際間長達 20 年以上，始終保持民主性合作社運動的本質。近年間，有一些
外在的機制，改變傳統單一部會執行預算發展合作社的作法，值得借鏡韓國、瑞
典、美國的經驗；但有一些內在沉潛的思維基礎，是需要人民從根本哲學與合作
經濟思想學習而覺醒，如日本、瑞典、韓國、加拿大等國的合作教育普及與結社
經濟行動。
我國的合作社法(2015.06.03)，第 7 條之 1：建置「合作事業發展基金」，
1

第 54 條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輔導與管理合作社，是法律上百年改變的一大

步。惟相關的子法規訂定，關係著未來臺灣合作社運動的實質發展，故有其迫切
性。基於長期的國際合作經濟思潮與社會經濟動向，深知在臺灣，必須突破合作
社運動的發展困境，並強化合作社體質，以照顧攸關人民的「生命、生活、生產
及生態『四生一體』」的普惠經濟，因此有必要借鏡國外的「合作社發展基金」
與相關措施，思考如何促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參與，並有效運用，而不同於
國內現有的基金和短期性計畫思維。
本文引介「新協力模式(New Model of Collaboration)」，係民間和政府以
「合作連結與創新經濟」為基礎，2將創新融入社會經濟(Innovation in Social
Economy)(Marie J. Bouchard, 2015)；再藉助文獻、政府政策建言報告、各國
的發展基金法案與機制，並佐以實地參訪國外與訪談相關機構等方式，以美國、
瑞典、韓國、加拿大等國為範例，鄭重強調合作社開展「臺灣社會經濟互補性發
展機制｣的時代性，規劃「合作社發展基金」、「合作社發展中心」的適切性，
呼籲政府正視此一「互助互補」的合作機制。在實踐上，絕對需要中央部會的層
級訂定積極政策，遵循聯合國「準則」(2001)、國際合作社聯盟與國際勞工組織
為此內政部曾由邱昌嶽次長於該年 12 月 17 日主持座談會，邀集相關部會與合作各界貢獻意見

1

關心未來的建置發展。
2

參閱梁玲菁(2015 冬季號)a，〈合作連結與創新經濟：啟動「臺灣社會經濟互補性發展機制」〉，

合作經濟，第 127 期，頁 1-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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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修法的呼籲，來落實保障人民的結社經濟人權不落於國際之後。本文提出
面對的四個課題與政策行動建議，規劃「合作事業發展基金」雛型與相關建置，
希冀喚起臺灣社會，共同實踐國際公約所支持的合作社運動，以其多元性、互補
性及未來性，開展社會經濟。

貳、合作思潮下「新協力模式」的社會經濟
一、合作思潮下的社會經濟政策
自 1844 年英國合作社運動開始，至今已逾 170 年歷史，瑞典合作學者 Sven
Böök 指出「合作主義追求兄弟價值」即「鄰人愛」價值，(孫炳焱，2003)伴隨
著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而 發 展 。 1895 年 成 立 的 國 際 合 作 社 聯 盟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ICA)係協助全球合作社所面對的經營與發展問題的解決。
面對 1980 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下的政策偏差，全球的合作社運動發展具有補偏
救弊的作用，尤其是緩和貧富不均的問題；3 1990 年代末期，由法國正式提出
「社會經濟與連帶經濟」(L'économie sociale et solidaire)至歐盟執行委員會與
議會，以替代 1987 年的「另類經濟(L'économie alternative )」
，意在區別於犧
牲環境，浪費資源的經濟開發---「美國式資本主義」思維，提出以下五個主張
的順序：1.土地環境永續問題；2.弱勢地區經濟開發問題；3.人性關懷與勞動者
尊嚴問題；4.融合前述三個主張，解決貧富不均、失業所造成的社會問題；5.組
織的會員採行民主管理，共同決定經營的所得分配與未來投資的方向。4
2000 年開始，歐盟持續舉辦「國際社會經濟發展會議」，主題涵蓋以「合
作社模式」協助城鄉區域均衡發展(2000, Sweden)，活化地方經濟；以合作金
融為核心，促進地方經濟發展(2002, Salamanca)；以勞動者、生產者合作社滿
足高齡化社會的服務與照顧需求(2005, Krów)，連結住宅、綠色消費等合作社，
解決失業、促進合作創業及社會福利照顧。
瑞典政府(2002)經國會通過「社會經濟」
，
「係指組織的運作，建立在民主的
價值，其主要目的提供社區的服務，並獨立於公部門的組織。這些社會的和經濟
的活動是由協會、合作社、基金會和類似的團體來執行。在社會經濟的架構下，
3

參閱孫炳焱 (2014 秋季號)，
〈新自由主義下的合作社運動〉，合作經濟，第 122 期，頁 7-15。

參閱梁玲菁 (2003)，歐盟國際社會經濟會議在西班牙 Salamanca 舉行，對臺灣的啟示。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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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乃為利益於大眾、或協會的社員，利潤動機並不是主要的驅動力。」5爾後，
定調社會經濟是民眾的民主性運動，特別強調以合作社模式發展社會經濟，展現
在三方面：在地方及區域發展上、在企業及就業上、在地方社區服務上。亦即發
展在地的，親民的地方組織，來照顧人民「四生一體」的多元需求。「合作社經
濟模式」
，蔚為兼顧人性與土地的永續經濟，逢聯合國宣告「2012 國際合作社年」
，
並與國際合作社聯盟攜手，再度掀起季特所倡「休戚相關經濟 (the Solidarity
economy)」思潮。
為解決諸多時代瓶頸，自由的「結社經濟人權｣具體地呈現在合作社運動與
社會經濟的主張，由英國、法國、瑞典逐漸地擴散至比利時、德國、義大利及美
國，以及亞洲的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新加坡等國。探究國際間合作社在
憲法上、社會經濟的地位，6各國的名稱分別有「社會經濟部門｣、或「國民經濟
部門｣、或「第三部門經濟｣，同時與公部門、營利私部門平衡經濟發展，真正成
為「混合式經濟體制｣。7
瑞典、美國、韓國，從行政系統配合國會的法案，編製預算，立法、修法、
鬆綁法規，建置「合作社發展基金」以及全國性、區域性的「合作社發展中心」，
促進人民結社經濟與合作教育，形成政府與民間協力創造社會資本，開發地區創
業。8歐盟國家、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則是深化百年來的互助思維，落實在整
體社會「友善的｣合作社運動中。9這些國家的政策，包括政府公開承認合作社，
制定發展政策，鬆綁法規，統計資訊與施行教育，建立夥伴關係，建置基金等機

瑞典政府各局處以此社會經濟觀念展開各項工作，2001 年「產業、就業與通訊部」提出一份摘

5

要報告：「社會經濟：新觀念下瑞典政府局處的工作報告」(Social economy: A report on the
Swedish Government Offices’ work on a new concept)。2002 年在西班牙 Salamanca 提
出正式書面報告。(中國合作合社，2015)
6

參閱梁玲菁、丁秋芳 (2014)，
〈國際間憲法保障下之合作社立法架構思維〉
，陳鳳慶(1986、87、
1992)，崛樂芳昭(2011)等研究，蒐集歐、亞、美、非洲共 30 多個國家之憲法，以國民經濟部
門、或第三部門經濟、或社會經濟部稱之，其中以近 20 年間社會經濟具體發展擇用稱之。

7

國際勞工組織(ILO)第 127 號建議案(1966，日內瓦)部分內容：「開發中國家的政府，應制訂於
執行一項政策。以經濟、財務、技術、法律或其他協助、獎勵方式來鼓勵合作社發展，而不損
其獨立性。」

8

2014 年的肯亞國會通過合作社微型融資法案。

9

綜合自梁玲菁(2014、15、16)著作，包括 CEDAW 專題報告：臺灣農村婦女的合作經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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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即響應著聯合國「創造合作社發展有利環境準則」(簡稱為「準則」)(2001)
具體的呼籲。如 Sven Böök 所指世界變遷下，合作社以其基本倫理價值與理念，
從關懷互助建立「個人-合作社組織-社區-社會-國家-國際」休戚相關的善循環，
發揮「關係」價值。這些價值，需要政府友善地對待合作社，建立一種「互助互
補」的關係，來共同解決人民切身而多元、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10
二、「新協力模式｣：合作連結與創新社會經濟11
「新協力模式(New model of collaboration)」係國際間合作事業和政府以
「合作連結與創新經濟」為基礎，發展社區經濟共同體的互助網絡關係，共同將
創新融入於社會經濟(Innovation in social economy)，並連結非營利組織相互
支援，以關注人民的生活安定與社會福利為目標，強調的重心有四個方面：以社
會經濟投資方式來改善生活、培植社區能量、建立公部門與私部門夥伴式的資本、
以及結合利益與公益。
現階段高齡化社會存在強大的需求：以居家照顧和社區住宅為例，參見表 1。
(Marie J. Bouchard, 2015)從居住問題至老人安養，藉住宅合作社相互連結醫療、
社區照顧與勞動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共同滿足生活上的多元需求。對於生命與
生活的照顧，包含以下五個關鍵項目：1.服務與產品：提供照顧、居家的各項服
務；2.市場目標的群體：有弱勢戶、老人、殘障者、單親家庭、非正式的勞動者；
3.組織選擇：以合作社休戚相關組織，對外連結非營利組織來共同提供服務；4.
跨領域的協力機制：需要政府政策跨界協調與協助；5.支援系統與普及性：政府
以公共政策融合各類合作社，並媒合資源來滿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其中的創新屬
性對全體社會而言，是根本的、公開的、普遍的，同時具有綜合性的目標，因此
絕對需要政府政策，從文化、健康、住宅、合作金融等跨領域來協助資源的媒合，
以及行政上的積極協調。
10

孫炳焱譯(2003)，史旺 貝克 世界變遷下合作社的價值。孫炳焱譯(2011)，公元二千年的合作

社，原著賴羅博士，再版。
創新融入社會經濟參考：魁北克大學 Marie J. Bouchard (2015/11/12-13)講義”Social

11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 research- Experience from the Québec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in Taipei。「新協力模式｣參考：勞動部(2015)舉辦
Seoul 社會企業國際分享會講義。「合作連結與創新經濟」參考：梁玲菁(2015 冬季號)a，〈合
作連結與創新經濟：啟動「臺灣社會經濟互補性發展機制」〉，合作經濟，第 127 期，頁 1-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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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創新融入社會經濟機制，正在瑞典、韓國、美國、日本以及加拿大蒙特
利爾省(Montréal)、魁北克省(Québec)等國家地區進行中，人民可以藉結社經
濟組織，自創其社會福利的保障，並且促進利他的權益實現。
表 1、「新協力模式」創新的社會經濟：居家照顧、社區住宅
創新項目
服務/產品
市場目標

居家照顧

社區住宅

居家服務與有機清潔產品、食安、小家 提供中低收入戶或特殊的
電維修、交通、除草、鏟雪等

生態建物、老屋更新住宅

部分屬獨立自主的長者、殘障者、

藝術家、單親家庭、長者、

曾經是非正式就業的勞工

混合的社會團體
承租人與市民自組合作社

勞動者與消費者均加入會員，團結互助 獲 NPO 的理事會
組織

合作社、因應社員需求提供服務並與其 集體租賃住宅 (Collective
他組織連結

rental house)不以營利為
主要目的

長者安心在宅受照顧、經訓練而正式的 社區建物、跨領域政策
機制

工作與就業、平等參與管理、因應需求 (文化+健康+住宅)
而公平訂價政策

支援系統
與普及性

以公共政策普及模式的學習降低惡性
競爭，融合 NPO、合作社以及團結互
助合作社

提供技術資源團體、NPO
住宅聯合會、合作社

資料來源：本文彙編自 Marie J. Bouchard (2015/11/12-13)加拿大魁北克省社
會經濟的創新經濟講義。

叁、合作社發展基金、社會投資基金與合作社發展中心
本文以瑞典、歐盟、韓國、美國等的合作社發展基金與發展中心為範例，概
述各國的相關法案、基金與機制的相互搭配及其運用規模，這些發展「新協力模
式」的經驗趨勢，印證了賴羅博士所述：縱使在公元二千年的資本主義社會中，
國家應與合作社建立一種「互助互補」的關係，重視合作社發展政策，提升人民
朝向獨立自治發展，積極以合作社創業和就業，發展社區與社會經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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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瑞典：「合作社發展中心」與「社會基金(Social Funds)」

12

(參見圖 1)

瑞典自 2002 年開始，在政策的支持下，不僅從國會與行政部門提出社會經
濟的預算與基金，同時指定五個部會成立工作小組進行推動，在法案中揭示以「合
作社」模式，並建置融資機制，培植年輕人集體的合作社企業家精神，鼓勵地區
的協會、非營利組織轉型為自治獨立而民主的合作社。2009 年運用「社會基金」，
在全國建立 25 個區域性「合作社發展中心」(Cooperative Development Center，
CDC)，由約 100 位專業知識顧問，提供免費的諮詢服務、資訊與訓練。資金來
源由中央與地方政府提供 1/2 財務支持(2002 年開始，每年約 3,000 萬瑞典克朗)，
另 1/2 由地方與地區的利害關係人提供。
瑞典各地區設有「合作社發展機構」(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gencies，
CDAs)來扶植發展小型合作事業，提供諮詢，培植教育、輔導、ICT 技術訓練等
支援合作社，並擴及其他社會經濟事業服務，成為社會經濟事業的「創業平台」。
其協助的合作社(含社會型企業)包括：高齡者服務合作社、學校型服務合作社、
人才合作社(媒合人才與工作機會)、利用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及非傳統的融資解
決方案與融資平台公司。13
另一方面，瑞典參與國際合作社聯盟(ICA)所提出具有創造性、倡議性的跨
國「合作社發展計畫」14與「歐洲合作社發展平臺」設置。該計畫在瑞典建立名
為「We Effect」的「合作社發展中心」
，扮演資助者陪伴角色，以夥伴式關係進
行規劃、執行、監督及評估，協助當地的合作社以及民主機制的組織發展，一方
面從基層個別指導合作社業務貼近社會福利，一方面從組織整體發展增進社員凝
聚力及其權益，跨國地幫助 20 個國家人民脫離貧窮。
二、韓國：「合作社支援中心」、「社會經濟事業支援中心」與「社會投資基金」
15

(參見圖 1 與圖 2)

瑞典社會經濟(中國合作學社，2015)，並參閱梁玲菁(2011)政策報告。歐盟設置「結構式基金」

12

與「社會基金」協助落後地區、弱勢群體及產業的開發機會，參見梁玲菁(2003)。
另有民間商業發展機構「NUTEK」，培訓機構內的合作社顧問所需的專業能力，支持與推廣社

13

會經濟的企業家精神提案。
參與的國家與組織有比利時、英國、法國、丹麥、土耳其、義大利、瑞典、歐盟合作社(跨國性

14

的合作社)。

參閱參閱梁玲菁(2015 冬季號)，
〈合作連結與創新經濟：啟動「臺灣社會經濟互補性發展機制」〉
，

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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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2007 年國會通過「社會企業法｣，2012 年再通過「合作社基本法｣以
因應高齡化、少子化及多元化的時代需求，首爾市則通過「社會經濟促進法｣
(2014/10/20)，並建置「社會投資基金」。
朴元淳市長建造「合作社城市」(Cooperative City) 宣言，16係以合作社政
策促進市民參與經濟，同時在首爾的 25 個行政區，發展多元的事業體如合作社、
社區企業、社會型企業、自活企業，並建置各類「支援中心」，進行資源的供給
與媒合。藉「社會投資基金」，這些中心融入更多合作經濟的關懷原則，是一種
政府與民間協力的創新平民經濟系統，協助青年、婦女、中高齡住民結社發展經
濟，強調朝向「社區經濟共同體」與民間資本為基礎的合作社發展。17參見圖 1。
首爾「社會投資基金」，18參見圖 2。其中資金的來源，仿傚瑞典的 1/2 原
則，同時融合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個人與企業資金，以及依稅法規定而來的補助金。
其中來自民間的資金可以信託、補助金、股票、債券等形式。該基金在 2015 年
6 月正式建立「社會金融網絡」(Social Finance Network, SFN)，分別由三個系
統共同組成與管理。一、負責投資：韓國影響力投資網絡公司(Korea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KIIN) (2015.04.13 成立)，19起用較多的財金專業投資人，
創投財務運作活躍，投資的形式包括股票、債券、股東權益等。二、負責評估影
響的系統開發與營運：社會影響力評估網絡(Social Impact Evaluation Network,
SIEN)進行教育、研究及研討會。三、負責社會金融推廣：社會金融學術協會(Social
Finance Academy Association, SoFiA)(2014.07 由研究小組改制成立)研究社
會經濟的影響力社會投資組合及其指標，提升金融公司的社會責任。

合作經濟，第 127 期，頁 1-14。梁玲菁(2015 秋季號)，
〈首爾打造「合作之城」 共創在地

幸福〉
，合作社事業報導，第 91 期。
16

本文特請益孫師焱炳教授，最後定詞使用。梁玲菁(2015)原稱合作之城，孫師原稱合作社之城。

17

甚至有「二次支援中心、婦女創業支援中心、難民中心」。作者感謝我國駐韓國台北代表處石

定代表，及其秘書林靖貴先生的大力協尋法規資料，並洽詢首爾市就業與勞動局官員
(2015/10/29-11/04)協助。各類支援中心與合作社，係經參訪，並拜訪朴元淳市長取得資料
(2015.09.03-7)。有關社會基金部分，感謝金連順榮譽副市長於 2015.12.16 提供，並經林靖貴
秘書協譯部分，再參考勞動部(2015/10/24)講義。
18

取自勞動部(2015/10/24)，「韓國社會企業國際分享會」講義。

19

該公司以會員制設立，組成代表包括：研究機構、中央與地方公部門、基金會、其他機構如

證券公司、大學教授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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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運用，一部分以專案方式，藉創投基金投資於青年創業較多的社會型
企業、或合作社；大部分經由中介管道，涵蓋信用合作社、儲蓄互助社機制等執
行微型融資，並針對合作社、基金會或 NPO 進行的社會住宅的融資與補助。
從二方面資料觀察首爾「社會投資基金」的運用(迄 2015 年 6 月)：一，從
總規模達韓圜 306 億 5,200 萬元，以中間支援機構為統計，其中社會的計畫性
融資事業佔 35.9%，達 109 億 9,500 萬元；社會住宅占 33.7% ，達 103 億 4,500
萬元；中間支援機關合作事業占 19.9%，達 60 億 9,000 萬元；社會的經濟企業
融資事業占 9.5%，達 29 億 2,200 萬；社會性關聯補償事業占 1.0%，達 3 億元。
20

二，貸款給各類事業體，詳參圖 2 之比例。21整體運用方向以合作社與社會住

宅(含住宅合作社)占較大比例。
綜言之，首爾「合作社城市」整體政策，係以分區建立各種「支援中心」，
先導入國家基礎與政策資源，鼓勵青年以科技通訊新技術創業，協助弱勢者建立
各種事業體，創造共享經濟，其最終的導向，普及閱讀與合作教育，以獨立自主
的民間資本為基礎，投資活化在社區經濟的創造，即朝向合作社開展社會經濟。
三、美國：多元的「合作社發展基金」與「合作社發展中心」
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國，促進合作社發展，建置了多元的「合作社發展基金」，
整體架構如圖 3 所列示，包括 8 個國內基金及 1 個海外基金，其中有官方的和
民間的基金。在民間方面，1944 年創立「合作社發展基金會」(CDF)

22

，該會

的使命，是以合作事業來推展自助與社區互助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旗下設立 6
項基金，分別提供援助予下列各類合作社：社區食物、年長住宅、學生住宅、農
村年長者、天然災害防治等，以及合作社的推廣者。
在政府方面，1980 年開始，國會通過法案，分別在不同的部會設置基金：
1980 年農業部的「鄉村合作社發展基金」(計畫總額 580 萬元)、1982 年外交部
20

金連順榮譽副市長提供(2015.12.16)。

21

參閱勞動部(2015/10/24)講義，由韓國 KIIN 提供。

1944 年由美國符合美國 501(C)-3 免稅條款的非營利組織(慈善基金)創建。 最早的名稱為「自

22

由基金」(Freedom funds)，該組織幫助歐洲在戰後時代重建和發展海外合作社。1980 年，「自
由基金」改名為合作社發展基金會(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Foundation；CDF），目
前專注於國內的合作事業發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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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開發署(USAID)透過國際合作模式的「海外支援合作社基金」(每年 1,050 萬
元)、2012 年商務部的「國家合作社發展基金」(美金 2,500 萬元/年，2012-16 年)。

各部會按其目標推動，基金規模不等；同時官方的基金也協助 CDF，如 2010 年
該會曾取得美國農業部發展農村合作社的補助款。
近年間，以 2011 年「國家合作社發展法案」(National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ct )23對美國整體合作社發展具重大影響。依據該法而規劃「全
國合作社發展計畫」，設置「合作社發展基金」，商務部秘書處負責遴選「國家
合作社發展中心」(National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Center；簡稱「國家
中心」)，提供全美國 50 個州有關資金、訓練及其他資源，以利「地區合作社發
展中心」24(簡稱「地區中心」)推展合作社工作。25參見圖 1。
同法案下，設立「合作社發展基金」，配置於二部分：第一，基金的 55％
由「國家中心」授予「地區中心」運用。資金分配至「地區中心」，其行政管理
費用不得高於所取得基金的 10%，持續補助款以 3 年為限；用途包括：提供「地
區中心」無法提供的技術援助；資助經秘書處核准的行政管理費用；提供資金及
合作社發展專業訓練，持續支持目前致力於合作社發展的組織；建立與發展「地
區中心」
；推動其他經秘書處核定的促進合作社的各項活動。第二，基金的 45％
配置於「循環貸款計劃」(Revolving loan program)供合作社融資。
「國家中心」
以「循環貸款基金」(Revolving Loan Fund)與金融機構建立夥伴關係，運用該
項基金，提供貸款給個別合作社；開發其他貸款計畫和金融產品，讓「地區中心」
能利用資金以扶植、發展和維繫合作組織。
2012 年歐巴馬總統與白宮辦公室相當重視此全面性的發展計畫，曾邀集全
國的合作界代表 150 人對話，遵循國會 2011 年的法案，令財政部於 2012-16
年間，編列預算，每年至少達美金 2,500 萬元。同時，「國家中心」可以在每個
財政年度，建立 3 個「地區中心」於尚未建置的美國行政區或經濟區域，此係創

23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眾議員 Chaka Fattah 提出。

為一個「非營利組織」，指其具有建立與發展合作社相關組織的專業知識機構，該機構可來自

24

單一的非營利組織、學院、大學，或者是一個由各非營利組織和幾所學院、大學所組成的團體。
Anthony Murray, Co-operative News , 19 December 2011, The National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ct 2011
http://www.thenews.coop/36991/news/co-operatives/national-cooperative-development-act-2011/
1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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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有利環境於推展弱勢地區施行合作教育，籌設合作社，融資住宅合作社，涵蓋
的範圍包括：消費、農業、儲蓄互助社、電力、保險、住宅、勞動者，以及孩童
醫療、照顧、婦女、學生等合作社，關心結社經濟在跨產業、跨世代、跨城鄉的
多元未來發展。
四、對照臺灣：綜合論述(參見圖 1 與圖 3)
「新協力模式｣是國際合作社運動以「合作連結與創新經濟」的平民經濟系
統，擴大於社會經濟的基礎，其中總統府與中央行政的總動員，以及國會法案支
持的各項「合作社發展基金」與「國家合作社發展計畫」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各國的發展基金以培植小型合作社經營，並擴及各類社會經濟事業，此有別於傳
統資本主義社會的思維。這是長期間臺灣社會極度匱乏的合作社整體發展政策。
在瑞典、美國發展合作社計畫中，二國均設置國家級、區域性的「合作社發
展中心」或「合作社創業平台」，同時也運用民間機構共同培植集體的合作社企
業家和建立合作社。美國農業部在 1980 年代便開始注重農業合作社的教育、形
成及其組織的技術養成，並且提供補助民間的合作發展基金會運用於農村合作社。
同時運用微型融資及「循環貸款計畫」給各類合作社，重視住宅合作社為弱勢人
民提供「永遠可負擔的房價」和住屋。26這些分別呈現出強烈的反差：第一，在
我國行政院內政部營建署與各級政府對「社會住宅合作社化」的認知匱乏；第二，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微型融資，以「人數與公司」資格排除合作社的不公平；第三，
農業發展委員會在長期間欠缺公允，忽視普及農業合作教育和組織培力，以及近
年間的「農村再生條例」十年預算新臺幣 1,500 億元，以無償性、非循環運用上
的一大缺失。
韓國「社會投資基金」擴大為「社會金融網絡(SFN)」，首爾「合作社城市」
經驗，係承襲歐盟「國際社會經濟」的推動，參考瑞典經驗，建立各種「支援中
心」共享經濟，最終朝向合作社發展，以城市的願景具體地超越了「歐盟合作社
會共同體」(European Cooperative Society)的推展。相對於臺灣，金融管理委
員會長期偏重商業銀行，忽視地方的合作金融組織及其合作教育，採取限制組織
26

梁玲菁於 2015.07.07 臺北場以及 08.27 台中場「合作共住、合作共老」圓桌會議授

課，特別是美國在舊金山和紐約推展住宅合作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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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業務發展，以及禁設保險合作社的作法，均值得重新檢討。27
瑞典同時參與國際合作社聯盟(ICA)的跨國「合作社發展計畫」，推動合作
社和民主機制的組織，來協助 20 個國家人民脫離貧窮，自我創造社會福利。美
國的國際發展署(USAID)設海外支援合作社基金，則在 19 個國家執行 10 項計畫，
協助自治自立的合作社發展。因此，合作社不僅僅是一國政府友善於人民「自助
互助」突破經濟困境，具備「休戚相關價值」的組織，同時也是超越國界的「人
助公助」具體的社會經濟事業連結系統。

27

歐盟各國的相互保險組織，二次大戰後的加拿大合作人保險公司，亞洲的韓國(NACF，1961)

泰國(2008-10)、菲律賓(2010-12)均建立全國的保險合作公司，廣納各類合作社為出資股東，
並增加合作社及其社員的保障。參考梁玲菁等編著(2004)之 ICMIF 研究報告、梁玲菁與丁秋芳
(20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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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發展計畫
創造性、倡議性
比利時、英國、法國、丹麥、
土耳其、義大利、瑞典
歐盟合作社(跨國性合作社)

國際合作社聯盟

歐洲合作社發展平臺
瑞典

美國

韓國

國會
合作社發展中心

全國合作社
發展中心

We Effect

國家合作社
發展中心

社會投資基金
社會金融網絡
市議會

資助者角色

全國設有 25 個地區中心

首爾市

跨國性協助脫離貧窮

約 100 位專業知識顧問，提供

每年增設 3 個
地區中心

夥伴式關係(20 國)

免費的諮詢服務、資訊與訓練

-法案宗旨以社區經

各類社會經濟事業支援中心

進行規劃、執行、監督

課程。

濟發展為目的。

-合作社支援中心

及評估。

政府提供資金給「合作事業發

-商務部秘書處遴選

-合作社區域調節委員會

協助當地合作社以及

展機構」(CDA)，扶植發展小合

「國家中心」
。

-媒體網路合作社與社會企

民主機制的組織發展

作事業。

-建立遴選「地區中

-從基層指導業務，貼近

政府擴及其他社會經濟事業服

心」績效指標。

-婦女支援中心

人民的社會福利。

務，提供 1/2 財務支持(2002 年

-「地區中心」55%

-二次就業支援中心

-從組織整體發展，增進

始)， 另 1/2 由地方與地區的

-循環貸款基金 45%

市政府提供三年租金補助、

社員凝聚力及其權益

利害關係人提供。

-配置區域、群體以

或提供場地，對於殘障弱勢

發展。

協助下列各類合作社(含社會

合作社與 NPO 為主。

的自活事業甚至提供人力

型企業)：高齡者服務合作社、

-跨世代、跨產業、

資源補助。

學校型服務合作社、人才合作

跨區域發展。

25 個行政區域設置：

業共享中心

社 (媒合人才與工作機會)、利
用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非傳
統的融資解決方案與融資平台
公司。
NUTEK 民間機構培訓合作社的
顧問；支持與推廣社會經濟的
企業家精神提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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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美國以 2012 年「合作社發展基金」為例。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圖 1 瑞典、歐盟、美國、韓國之合作社發展中心

3.依法規的免稅措施
1.各級政府公共資金

韓國影響力投資網絡公司(KIIN)

社會影響力評估網絡(SIEN)

2.私人與企業資金

4.社會金融網絡
SFN
社會創投基金
合作金融組織

資金形式
信託、補助金、股票、債券等

投資形式
股票、債券、股東權益等

社會金融學術協會(SoFiA)

5.
個人

社會投資市場
社會經濟事業

社區

事業體：合作社、社會型企業、NPO、基金會、自活企業。
貸款：合作社 31%、社會型企業 39%、NPO10%、社會創投 20%。
社會影響力：住宅福利 32%、合作 17%、共享經濟 16%、其他 35%。
(文化 4%、健康 2%、節能環境 12%、弱勢族群 13%、公平貿易 3%、旅行 1%)

說

同時創造社會價值與財務流動效果
明：1.此模式大抵融合瑞典、加拿大、韓國(適用免稅法)發展社會經濟。
2.圖中數字以韓國首爾「社會投資基金」為例證，社會金融網絡於 2015.06 建立。

資料來源：增修自梁玲菁(2016.06)，
〈合作事業「四生一體」，共創社會經濟幸福〉，國土與

公共治理季刊，第 93 期，國家發展委員會，即將出版。資料蒐集如下：
1.作者參訪首爾合作社及其支援中心，並與朴元淳市長相談的資訊(2015.09.03-07)。
2.取自勞動部(2015/10/24)，「韓國社會企業國際分享會」講義。
3.作者感謝我國駐韓國台北代表處秘書林靖貴先生的大力協尋相關資料。

圖 2、「新協力模式」創新社會經濟：合作社發展基金與社會投資基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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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

合作社發展基金會
商務部(2011)
國家合作發展法
案
國家合作社
發展基金
(2012)

農業部(1980)
鄉村發展法

外交部(1982)
綜合支出法(2014)

(CDF)

自由基金
農業合作社發
展補助基金
(1980)

美國海外支援
合作社基金
(1982)

或共同持有組織

其他組織

穩定與成長

)

-開發長駐於中
海外 19 國

新資本機會

配合款占 25%

10 項補助計畫

)

最高額 20 萬元

)

低收入地區的
-擴展中低收入
者投資與資產
創造機會

教育規劃
營運改善計畫

-配合款 15%

說
明：金額單位為美元。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圖 3 美國多元的「合作社發展基金」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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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980)

肆、臺灣合作社開展社會經濟的課題與政策行動的建議
「臺灣社會經濟互補性機制」以國際合作經濟趨勢與理論思維基礎，呈現「新
協力模式」所強調的「創新經濟」，創造各種可能的「合作連結」，參見附圖 1。
連結一，圖中的左方為住宅合作社(傚法德國、瑞典、韓國、英國)：各縣市
政府可以提出公有地解決土地昂貴和住房供給，政府以「只租不賣」方式，營造
跨世代共同居住的社區，不僅協助弱勢群體的房屋需求，同時也可以滿足長者或
幼兒就近照顧需求，以及社區婦女再就業的機會，但應培植合作社的籌設與管理
教育；連結二，左下方合作金融機構(傚法德國、瑞典、日本、美國)：可成為在
地人民儲蓄、住房的融資，或農業金融的服務中心，以蓄積在地生活金融能量；
連結三，中間的六次產業推展(傚法加拿大、日本、美國)：則可因應在地需求，
尤其農村和高齡化社會的食衣住行育樂和醫療服務，而形成縱向、或橫向的互補
連結機制，即「住宅-照顧-合作金融-消費-醫療-福利-經濟」鏈結，惟機制的落
實，不僅如前言「絕對需要中央部會的層級訂定積極政策」、「跨領域來協助資
源的媒合，以及行政上的積極協調」，在臺灣，更需要面對以下的課題並採取優
先的政策行動：
課題一、優先鬆綁阻礙合作社法規的行動，開展創新的社會經濟。
(一)合作學術與業界自我覺醒的行動
親近人民有關的社區合作社、住宅合作社、照顧合作社、勞動合作社以及有
機農業性運銷、生產的合作社，甚至創新型的合作社：能源合作社、多目標合作
社。這些在國外可以因人民的需求而結社，解決實際的生活問題。但是在臺灣，
首要的工作，要優先鬆綁、修法，移除阻礙合作社發展和經營的相關法規。然而
在冗長的修法過程中，合作經濟學者應責無旁貸地，主動關懷市民的結社經濟運
動與社會議題，師法日本學界長期深入研究合作經濟，以合作教育推廣，連結友
善的非營利組織加入，據理說服相關行政部會，據實說服立法委員，以共同運動
扭轉現實，協力突破困境，開創臺灣的合作社運動新格局。
(二)行政與立法上普惠全民的行動
當前，為落實全民家庭攸關的長照政策，合作社之行政主管與目的事業主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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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需要積極協調，優先認定勞動合作社在社會福祉勞務的適用資格與團體屬性
(如 ILO 第 193 號建議文，勞動合作社是勞動團體)，方能有助於勞動者、青年學
生、婦女及中高齡者，以小規模、社區型的合作社，參與長期照護社區化的機會，
實踐公民結社經濟。
「合作連結與創新經濟」需要落實憲法第 145 條的保障，陸續檢視當前阻
礙合作社發展的法規予以鬆綁，如住宅合作相關的「國民住宅條例｣、
「所得稅」、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
「土地法」
；關係農村合作共老、共照的「農業發展條例」、
、
「老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法」
；勞動照顧合作相關的「加值型與非加值營業稅法」
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以及能源合作、風力發電相關的併聯
送電建物細則、儲電裝置等，這些關係著當代長者安心，以及下一代家庭生活安
定與環境安全。
課題二、結社經濟人權教育的普及化
仿傚 CEDAW 性別平等教育的施行模式，在各級學校基礎教育中，如國民
教育、技職教育，基本教材如「公民與道德」，皆納入愛與關懷、互助合作經濟
內容、結社經濟人權之觀念及運作學習。
針對各級政府內部的人員任用、培育，以及外部的人民就業、職訓等，提供
「合作經濟暨社會經濟」的理念價值和運用課程，包括合作社、儲蓄互助社、社
區企業、社會型企業、基金會與協會事業化、殘障者的自立事業等型態，讓人民
從國際公約(CEDAW、兩公約)的保障，擁有更多元的金融和經濟參與機會。
課題三、國家發展合作經濟政策面，需要更高行政層級的協調與建置：「合
作經濟暨社會經濟促進委員會」與「合作產業行政服務網絡」。(參見圖 4)
中短期內，宣示：重視「社會經濟發展」
，制定傘蓋式的「社會經濟促進法」，
以具體合作事業為基礎，涵蓋多元的社會經濟事業的基本法，以保障國民經濟安
定，平衡財團市場壟斷弊端。同時與公部門、營利部門三者真正地實踐性別平等
綱領中的「混合式經濟體制」。
建議：以國家發展委員會當前的花東社會經濟執行經驗為基礎，進而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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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下設置專職單位，如「合作經濟暨社會經濟促進委員會」，28整合各事業主管
單位資源，並建立友善的中央「合作產業行政服務網絡」與縣市政府協力，尊重
合作社在「自治與自立原則」的運用，全力推展「四生一體」的社會經濟發展。
長期間則朝向設置「社會經濟部」或「第三部門經濟」於整體發展，符合聯合國
「準則」(2001)，國際合作社聯盟(2012、2014)、以及國際勞工組織(1966、2014)
與聯合國(2014)定位合作社及其相關法規指導，以政策創造有利的合作社發展環
境，實踐國際公約，增進底層人民的多元經濟機會。
課題四、「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應同時建置國家的「合作社發展中心」與區
域性「合作社發展平台」，發揮「新協力模式」。(參見圖 4)
(一) 建置國家級「合作社發展中心」，協助建置區域性「合作社發展平台」。
承上述課題，此項建置可因地區需求，逐年增加而區分為：北部、中部、南
部、東部以及離島五個區域中心，培植親近性的專業人才輔導與社區陪伴機制。
在此建置過程中，需要國發會的「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執行花東基金的經驗：
「輔導合作事業，發展社會經濟」，即以在地高等教育大學與非營利組織共組區
域性「合作社創業平台」(美國、瑞典、首爾經驗)，這些經驗累積與傳播，正好
是國發會可以提升並互補於內政部「合作與人民團體司」長期的不足之處。
(二)基金之用途與規模，以突破本國長期發展的困境需求而規劃，以深耕合
作社運動之永續經營為目標。
基金的用途配置與對象(融合瑞典、美國、首爾融資機制經驗)，29一因臺灣
的合作教育長期間資源不足，故就短中長期規劃，預擬運用較大部分的基金於普
及大眾、深耕合作業者教育，強化合作社經營訓練於不同的階段給予輔導與支援。

2016.03.31 提交國家第二次兩公約報告國際審查會(2017.01.16-19)之平行報告，明列「合作

28

經濟暨社會經濟促進委員會」係因國際合作社運動已逾 170 年歷史，是營利公司以外最具體的
事業體。更是聯合國明定創造合作社有利發展環境「準則」之呼籲。梁玲菁(2010)因應 2009 年
我國第一次 CEDAW 國家報告之後續，首次研提《社會經濟政策》於國發會政策專題報告。
依比例原則而言，臺灣的合作社社數與社員人數原具規模，今不如昔原因在於政府長期採行「自

29

生自滅」，甚至打壓政策。因此梁玲菁於聯合國性別委員來台(2014.06.23-26)，進行國際審查
CEDAW 報告會議中曾比對：一【農村再生條例】之規模 10 年編列 1,500 億元且為無償性支出。
二原住民綜合發展基金；三地方產業發展基金等，均未能友善對待合作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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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臺灣的合作社缺乏資金融通與信用保證機制，應有一部分的基金，運用於融
資各類合作社(吸納瑞典、美國、首爾經驗)，以解決長期合作社經營銀行告貸無
門。三因合作社法第 54 條之 1、之 2，已經納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輔助與管
理，因此有必要請相關部會盤點，積極地提出如何增進合作社業務之規劃與施行
相關教育的基金。
(三)基金的管理，先「跨部會基金管理委員會」，建立平台，後評估移轉民
間以合作原則運行的「合作社支援中心」。
「合作事業發展基金」的定位層級應與前述「合作經濟暨社會經濟促進委員
會」相互配合，建議朝以下兩個方向思考與討論：
第一、可設置在國家發展委員會，廣納各項基金經驗，並且因國土區域離島
發展處在促進合作事業的部會協調與資源媒合經驗，有其廣度與高度；
第二、可設置在內政部，執行單位為「合作與人民團體司」
，具合作專業性，
但實質的基金經驗尚不足，其廣度有限；而當前的發展困境下，亟需較高的中央
行政層級，積極協調並整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促成協力的「合作產業服
務網絡」
。(參見圖 4)
待跨部會平台建置成熟，同時合作教育普及，經評估或移轉於各方組織所成
立的「合作社發展支援中心」管理機制。30依瑞典管理經驗，仍以民主機制的合
作社型態為原則而運行。31美國多元的合作社發展基金中，2012-16 年商務部的
「全國合作社發展基金」則由官方遴選產生「國家中心」管理，並對國會負責。
農業部或外交部的合作社發展基金，亦由官方管理；惟 1944 年民間的「自由基
金」，轉為 1980 年後的 6 項基金，屬於民間的基金會管理，受免稅條款約束。

伍、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雛型與相關建置：替代結論
國際合作社的發展趨勢，瑞典、美國、韓國、加拿大及歐盟各國的經驗，以
「合作連結與創新經濟」共創政府與民間「新協力模式」，建置「合作社發展基

基金會管理機制則必須注意主事人選與生態發展，避免隨人治而定的密切關係。參考國內【台

30

灣金融研訓院基金管理委員會】、【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存在部會迴避原則。
31

參考瑞典社會經濟典範於中國合作學社(2015 冬季號)，《合作經濟》，第 12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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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與「合作社發展中心」(全國的、地區的)。這是一種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從
中央政府的最高層級與國會共同關注人民的生活，普及合作教育，扶植合作事業，
發展地方自主的、互助社區經濟的國家協調政策。臺灣社會經濟才要起步，優先
要扭轉長期間被忽視的合作經濟發展系統。
政府應落實憲法第 145 條與基本國策，遵循國際性組織的政策呼籲，以及
「公政公約法」第 22 條，
「經社文公約法」第 2、6、8、11、13 條，以及回應
兩公約相關國家報告，32並兼顧 CEDAW 公約及第二次審查之結論性建議，33以
及聯合國消除歧視委員會(2016.03.04)一般性建議。在此時代下，國家宣示：重
視「社會經濟發展」，建立合作經濟政策，建置「合作經濟暨社會經濟促進委員
會」與「合作產業行政服務網絡」。長期朝向發展「第三部門經濟」或「社會經
濟部門」，實踐性別平等綱領中的「混合式經濟體制」。
盱衡臺灣中央行政部會、地方政府和全體社會對合作經濟學理與制度的陌生，
本文綜觀國際合作思潮下的社會經濟趨勢，借鏡瑞典、韓國及美國的合作社發展
政策，希冀突破當前的發展困境，強化合作社體質，照顧人民攸關的「生命、生
活、生產及生態『四生一體』」的普惠經濟為方向，鄭重提出「合作事業發展基
金」雛型與相關建置如下：
第一部分、基金的管理機制方面：
第一，以「跨部會基金管理委員會」著手，參考【原住民綜合發展基金】、
【農村再生條例】的基金收入與支出管理辦法，以行政院高度整合 10 年為期，
此項基金為合作社發展政策的策略性運用，每 2-3 年檢討執行效益，以永續為目
標。如此臺灣合作社運動的行政主管機關才能收編【事權與權責】，重建中央之
各部會、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在地合作社的發展關係。
第二，基金層級與部會協力，提高至行政院層級，同時廣納國發會基金經驗、
性別平等處之教育推動系統，協同內政部共同落實合作教育及微型融資(CEDAW

32

公政公約第 2 次國家報告第 22 點；經社文公約第 2 次國家報告第 3、6、8、9 點；回應兩

公約初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19、26、27、36、37 點。
33

參閱 Sophie L.C. Liang (April 2014)，以及國際審查委員建議性結論，政府承擔並設置基金供

農村婦女教育訓練，籌組自己的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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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明列合作社)，包括從基礎教育灌輸基本合作關懷價值、普及社會的合作
教育、深耕合作事業，即從教育來建構合作經濟網絡於國家的社會福祉環節，如
此，「新協力模式」下發展人民的「住宅-照顧-合作金融-消費-醫療-福利-經濟」
鏈結，才能落實照顧生活經濟活動。
第三，移轉評估與參與管理原則，待跨部會平台建置成熟，合作教育也普及
擴大至多方的合作組織、非營利組織與公部門共同學習參與，經檢討成效後，並
規劃與考量移轉的可行性，或移轉於各方組織所成立的「全國合作社發展支援中
心」管理機制。34依瑞典管理經驗，仍以民主機制的合作社型態為原則而運行。
35

其角色為行政、立法之中介窗口，其功能性應具備規劃合作社全面發展的能力、

出版合作雜誌與通訊、培植師資與顧問、支援地區發展中心、現代 ICT 人才與設
備引進、社會金融研究與推廣、評估等。(美國、韓國在全國或區域中，由具有
專長的合作組織、或研究機構共組一個非營利組織依合作原則執行網絡分工。)
第二部份、基金的配置主體性：
依各國經驗，基金的較大部分運用於普及、深耕合作教育，強化不同階段的
合作社提供經營訓練、輔導與支援硬體設備和人才，再細分其中為：一、用於國
家級與地區性發展中心，進行合作社顧問暨推廣人員的專業培力工作，研究與發
展，扶植小型合作社；二、強化合作社為主體，或採補助、或支援，並協助引入
ICT 技術與發展設備，深耕合作社專業教育、合作社轉型開發與訓練；三、推廣
合作教育於其他社會經濟事業。
另一部分的基金則運用於融資各類合作社，特別是長照需求的住宅、照顧合
作社。執行的機構，以地區的、平民的信用合作社、儲蓄互助社為主，部分缺乏
合作金融組織的地區，就近以農會的信用部協辦。就貸款的債權，進行保險(借
鏡國際間儲蓄互助社機制與日本金融系統經驗)。36同時為保障融資機制安全，需
要中央行政高層協調「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共同實施「合作社信用保證機
制」
；合作社的中央主管機關在未來的編制，可增加基金管理的專職人員與預算，
基金會管理機制則必須注意主事人選與生態發展，避免隨人治而定的密切關係。參考國內【台

34

灣金融研訓院基金管理委員會】、【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存在部會迴避原則。
35

參考瑞典社會經濟典範於中國合作學社(2015 冬季號)，合作經濟，第 127 期。

36

參閱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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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實整體合作社的永續發展。37有關合作社的融資機制，在長期上，應朝向「臺
灣專責政策銀行」設立與合作金融體系互補的機制發展38(學習日本金融體系分工
與合作)。
第三部分，基金規模與計劃方向：
合作事業發展基金的規模至少在新台幣 150 億元基礎(「農村再生條例」以
無償性十年達 1,500 億元)，每年編列預算補充部位(瑞典、美國經驗)。第一筆基
金部位至少在 100 億元，初步建議運用的計畫方向：一、以 3-5 年的硬體、軟
體專案計畫與訓練、融資運用(瑞典、美國經驗)，如「合作金融-照顧-住宅」時
代需求，如強化學校型消費合作社硬體更新，加強財務專業化、透明化管理。二、
各合作社更新硬體與教育計劃。三、針對 NPO、社區協會提案轉型合作社創業，
青年創業合作社。(美國、瑞典、韓國經驗)四、開展「合作經濟講堂」
，比照 CEDAW
公約，搭乘行政院性平處的性別平等教育列車，施行合作教育，普及於中央、地
方各級政府機關、社會大眾、非營利組織及校園層面。五、國際交流，研發，資
料庫與統計資訊分析等(瑞典、韓國及美國經驗)。基金的來源除政府依預算編列，
建請立法委員支持從主計總處、財政部思考公益彩金的循環運用，國內中美基金
等，同時依合作社法來自合作社非社員交易的剩餘挹注，或企業捐贈。
臺灣合作社的發展，在「新協力模式」下，各級政府協力，合作學界與正派
的合作業者、非營利組織的共同推展，建立合作教育的遠景，特別是向下紮根「合
作力」、「經濟民主力」；在經濟思想哲學基礎，強化合作理念，朝向研修國際
法令、趨勢和政策以解決務實問題的「合作學苑」，全面推動「實踐結社經濟人
權發展計畫」。整體的合作社發展政策，遵循國際合作社聯盟(2012)、聯合國「準
則」(2001)，國際勞工組織(1966、2014)、國際合作社聯盟與聯合國(2014)定
位合作社及其法規指導，創造有利的合作社發展環境，重建人民互助關懷，實踐
國際公約保障結社經濟發展，提供人民「第三條路」的選擇，以合作社運動喚起
全體社會，共同開展社會經濟，共創「休戚相關」的安心、安全的生活經濟幸福。
37

依菲律賓合作社發展主管機關(CDA)採取統整人員編制以備合作社整體發展。

38

參閱梁玲菁(2010)研究日本財政投融資制度變動與臺灣郵政儲金中長期資金運用制度的政策

建議，原行政院竟濟建設委員會政策專題報告。以及(2011/12）
，
〈微型與合作金融〉
，臺灣金融

的未來，第七章，新臺灣國策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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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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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
定
）

地方社區經濟發展

明：1.以「合作連結與創新經濟」的「新協力模式」為基礎。
2.提高層級設置「合作經濟暨社會經濟促進委員會」
，
「合作事業發展
基金」的設置，可以從圖中左右二個方向思考：國發會或內政部。

資料來源：修改自梁玲菁(2016/6)，〈合作事業「四生一體」，共創社會經濟幸
福〉， 國土與公共治理季刊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即將出版。
(2011/10)，社會經濟政策，政策專題報告，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4

「合作產業行政服務網絡」暨「合作事業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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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梁玲菁(2015 冬季號)a，〈合作連結與創新經濟：啟動「臺灣社會經濟互
補性發展機制〉，合作經濟，第 127 期，頁 1-14。修改自作者以下的發表：
1.「合作共老，合作共住」圓桌論壇(2015/07/07 暨 08/27)台北場、台中場。
2.「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2015/06/26)，〈臺灣社會經濟六次產業互補性發展機
制〉，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3 屆國際合作社節。
3.專題演講：
「世界各國推動合作經濟之願景與作法」(2015/02/08)，2015 花東產業
6 級化合作事業論壇，花蓮慈濟大學。
4.初稿規劃：「花東產業 6 級化文創產業座談會」(2014/12/25)，東華大學。
附圖 1 臺灣社會經濟互補性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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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產業六級化發展推動合作事業經驗
郭翡玉1

發展基金」乙文提出 「新協力模式(New model of collaboration)」由民間與
政府共同以合作事業引入創新於社會經濟，以社區經濟共同體的互助網絡，來照
顧人民的「生命、生活、生產及生態」的「四生一體」。為國發會目前推動中的
「以合作事業方式發展花東產業六級化」建構了更嚴謹及深入的理論基礎及發展
模式，至為感佩。以下就花東產業六級化發展推動合作事業經驗說明如下。

一、為何花東要推動合作事業
花東地區現有產業規模以中小企業或微型產業為主，多屬低技術型態之農業及
服務產業，地區產業發展同質性高，市場競爭力低，且以往各部會在推動產業政策
時，常因規劃、區位、時間、財務等未能有效整合，致較難發揮跨域合作加值之發
展綜效。有別於傳統的產業規劃思維，國發會「花東產業6級化發展方案」，以善用
花東1級產業之發展優勢與2、3級產業之發展契機，強化產業6級化(1級╳2級╳3級)
之合作鏈結為主要規劃理念，透過觀光休閒、有機農業、文化創意等重點產業合作
加值鏈結發展，形成在地產業正向循環發展的創新模式。為達到創造就業及利潤共
享之目標，且考量花東產業規模以中小企業或微型產業為主之特性，爰方案中將推
動合作事業發展列為重點推動策略，期透過合作事業推動，讓經濟體內的成員經由
共同合作與決策，獲取經濟發展紅利，並讓經濟紅利合理回饋在地民眾，達到創造
就業及利潤共享之目標。

二、如何推動花東合作事業發展
為推動花東合作事業發展，主要推動機制如下：
(一)建立區域整合性的專業服務平台
國發會已於103年辦理「花東地區產業6級化發展輔導」案與相關部會、在
地專家學者及NGO團體合作成立花東產業6級化發展輔導中心，推動花東地區合
作事業發展。主要工作包括花東地區合作事業現況發展與課題分析、相關資源
盤點、推動合作事業人才培訓，針對不同對象編製合作事業教材，辦理種子師
資及蹲點人員之培訓課程及認證。並選定11個社區由專業輔導團隊進行蹲點輔
導，協助社區合作社及合作事業發展。
1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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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二)運用行政院花東推動小組扮演合作經濟促進之行政服務的角色
由跨部會代表、地方首長及專家所設置之行政院花東推動小組，扮演整合
各事業主管單位資源，並建立友善的中央地方協力之合作產業行政服務網。整
合各項政府資源，協助各項合作事業所需之技術升級、資金融通、土地提供、
人力培訓、推廣行銷、法令制度調適等。如對於輔導合作事業發展產業6級化所
面臨的課題：加工設施不足、行銷通路缺乏及農產加工法規限制等，國發會提
出評估報告，並提報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後續由農委會及原民會等
相關機關調整相關計畫資源協處。
(三)尊重合作社在自治與自立原則，全力推展合作事業發展。
由花東產業6級化發展輔導中心蹲點輔導工作，秉持尊重社區自治與自立原則
下，從旁提供專業諮詢協助社區合作社盤點資源、發掘課題及需求、及轉介至
花東推動小組協調解決。達成以社會經濟投資方式、培植社區能量、建立公部
門與私部門夥伴式關係來改善生活。

三、花東合作事業推動情形及展望
國發會推動花東合作事業發展至今，透過教育培訓課程、學者專家提供諮詢、
交流、協助願景規劃等工作，讓花東產業已開始建構產業6級化的雛形，更透過駐點
陪伴，輔導花東地區11處合作事業發展(花蓮6處、臺東5處)，其中2處已輔導新設立，
並經地方政府於105年5月同意籌組在案。依合作社類型分類：
(一)原住民族合作社(5處)：山里社區合作社、原住民工藝匠師聯合勞動合作社、東
海岸原住民社區合作社、南迴原住民畜牧業生產合作社、崁頂原住民社區合作社。
(二)農業生產運銷合作社(4處)：富糧稻米運銷合作社、肉品運銷合作社、臺東縣橄
欖葉合作農場、臺東縣茶葉暨紅烏龍茶生產合作社。
(三)生活或儲蓄互助合作社類型(2處)：春德儲蓄互助社、好生活勞動合作社。
目前國發會所推動合作事業發展雖偏重產業及經濟面向，惟仍期許在社區產業
發展後其利益可以回饋至社區，將私益轉為公益，透過共同學習、成長、規範、回
饋的良性循環，以利生命、生活、生產及生態「四生一體」社會經濟目標之實現。
為達到此目標我們仍有許多機制待建立、資源投入及實務推動之努力，對此二位教
授的文章也提供我們非常有價值的建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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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合作社發展社會經濟：新協力模式的發展基金
李嗣堯
本文考察瑞典之｢合作社發展中心｣｢社會基金｣，韓國｢合作社支援中心｣｢社
會經濟事業支援中心｣｢社會投資基金｣，美國之多元｢合作社發展基金｣｢合作社
發展中心｣等國家如何透過所謂｢新協力模式發展基金｣來推動合作社發展進而發
展社會經濟之內容。並在參考上述國家既有之新協力模式之內容，檢討我國目
前合作事業開展社會經濟的四大課題後提出政策上的建言，最後再以建制台灣｢
合作事業發展基金｣雛形來回應本文問題緣起提出之我國在 2015/6/3 修訂之合作
社法新增第 7 條之 11有關建制｢合作事業發展基金｣的課題，分別從第一、基金
的管理機制；第二、基金的配置主體性；第三、基金規模與計劃方向三個部
分，提出具體並可行的建議。
本論文內容精闢，資料引用也非常詳細，兩位老師對此課題，特別是梁玲
菁老師更是長期關注合作社相關課題，有豐富的研究業績與成果，拜讀本論文
後有很多的學習，非常感謝。
由於本人目前在臺中科技大學擔任日本研究中心之執行長，推動所謂日本
觀點來觀察台灣所面臨的各種課題。而本文參考之三個國家中，沒有日本在這
方面的資料，所以在此以小弟補充一些，簡單介紹一部分日本在這方面的一些
做法最後再提出對於本課題自己的看法。
日本的新協力模式
日本合作社(日文：協同組合)的發展，相對於台灣算是比較健全同時也有
一定的規模。以 2013 年開始之日本「國際協同組合年記念協同組合全國協議會
（略称：IYC 記念全國協議會）2」的成員來看，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JA
全中）、農林中央金庫、日本生活協同組合連合會（日本生協連）、全國漁業協
同組合連合會（JF 全漁連）、全國森林組合連合會（全森連）、日本労働者協同
組合連合會、全國大学生活協同組合連合會（全國大学生協連）、日本医療福祉
生活協同組合連合會、一般社団法人全國信用金庫協會、社団法人全國信用組
合中央協會（全信中協）等共 24 種不同性質之合作社聯合會或協議會加入，而
1

合作社法第 7 條之 1：政府應以自行辦理、獎助合作社或結合民間資源等方式，提供多元化獎
勵與扶助措施，辦理下列事項，以健全及強化合作社組織：
一、宣導合作制度。二、辦理合作教育訓練。三、輔導合作社之發展。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前項業務，並落實合作社之獎助，應設置合作事業發展基金；基金之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訂定之。
2
｢IYC 記念全國協議會｣的前身是因應 2012 年日本配合「國際協同組合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Co-operatives：略稱 IYC）
」成立之「日本協同組合連絡協議會（Japan Joint Committee of Cooperatives：略稱 JJC）」。2012 年活動結束之後，接續原活動推動合作事業的宗旨，將原組織改
名｢IYC 記念全國協議會｣繼續推動相關活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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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聯合會或協議會之下又分別有數量不少的合作社團，因此日本的合作社不
是透過中央政府的補助來發展之階段，可以說已經進入發揮實質影響力來推動
社會貢獻的合作社發展之比較後期目標的階段。例如：日本東日本大地震的復
興上，有至少 18 個合作社聯合會或協會動員其下的合作社組織，分別依照其合
作社業務內容進行有災後復興有關的活動。是社會安定發展的重要力量。
合作社的發展，在初期階段透過政府的協助是一個不得不的過程，但是在
這個等待的過程中，有沒有可能在現有的合作社組織基礎之下，擴大合作社的
影響力，藉此提高一般人對於合作社的關心度，日本現在有的做法可以作為我
們的參考。
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
｢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制度是日本從西元 1998 年開始的事業投資制度。
當中的組合是依照民法成立，由複數個投資家共同出資並營運之社團，社團成
員相對較少，因此彼此之間的連結較強，參與出資的成員大多是創投公司或金
融機關等專業投資家。｢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因此也是依民法規定組成，進
一步依據｢(中小企業等)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契約法｣設立之組合。
建制本制度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法律規定，所有參加投資事業基金組合的
成員，無論其實際上是否參與業務的執行，都必須負無限責任，造成未參與業
務執行之組合成員必須負擔超過其出資金額以上的風險。如此造成投資者的投
資意願，進而影響到對於創業型企業的資金供給。透過｢投資事業有限組合責任
｣制度的創設，有效將投資家的資金導入中小企業及創業型企業的投資。為了促
進其參與投資的意願，依照本制度將投資事業組合的成員區分為只出資同時負
有限責任的組合成員及出資以外同時負責業務執行並負有無限責任之組合成員
兩種。

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
LP出資=有限責任組合
員=投資家
組合財產

GP出資=無限責任組合
員=營運管理者

圖 1 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關係圖
這個制度最初限定基金成立後的投資對象必須是中小企業，2002 年追加有
限公司及匿名組合，2003 年再新增日本｢產業活力特別措施法｣認定之事業重整
企業，2004 年除了再擴大投資對象到可以投資上市公司之外，同時也允許該組
合擁有債權及接受融資等，適用的法律名稱也正式改為｢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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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法｣。
投資事業有限組合另外有以下的優點。依照日本銀行法、獨占禁止法的規
定，銀行不得持有一家公司總股份之 5%以上的規定。但是依據｢投資事業有限
責任組合契約法｣規定設立之投資事業組合，其有限責任組合成員原則上不受到
持有股份比率必須 5%以下規定的限制。同時，組合財產是屬於全組合成員所共
有，組合本身不須課法人稅。

合作社與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
日本合作社或金庫近年透過本制度的運用，與創投公司共同成立｢投資事業
有限責任組合｣，以其營業範圍之新創企業等為對象進行投資。不僅達到協助地
方資金力不足的新創企業創業同時也為合作社資金的運用找到一些新的管道。
以下以未來創業資金株式會社（Future Venture Capital Co.,Ltd.以下略稱 FVC）
作為營運無限責任組合成員，與有限責任組合成員之合作社(日文:協同組合)或
金庫共組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之個案來說明合作社與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
的關係。
首先簡單介紹未來創業資金株式會社（FVC）
表 1 未來創業資金株式會社（FVC）基本資料
內

容

設

立

年

月

1998 年 9 月

業

務

内

容

創業投資（VC）業務
投資事業組合企劃與營運
未上市企業投資業務
事業經營諮詢、顧問業務等

資

本

金

上

場

市

2,120 百萬日圓
場

東京證劵交易所

JASDAQ 市場

本 社 所 在 地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

代表取締役會長

今庄

啓二

代表取締役社長

松本

直人

資料來源：未來創業資金株式會社（FVC）官網資料
未來創業資金株式會社（FVC）是 1998 年設立之主要以地方企業為主要投
資標的創投公司。其特色之一是積極在地方設立據點，主要目的在與地方自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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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地方的金融機構及相關人士建立緊密的網絡關係。藉此以建構出作為發掘
及育成具潛力之創新企業所需要之豐富的情報收集網。另一個目的是因為該公
司非常看重有效確認投資企業的營業狀況，透過與經營者頻繁的面談，掌握其
所需要的支援項目以確保投資。
根據其官網上的記載，該公司對支援創業的想法是：不只是停留在協助創
業開始，更重視事業開始後的永續經營。因此為了協助新創企業的永續經營，
公司不僅投入資金來協助創業，同時對於新創企業的事業育成、人材育成、事
業諮詢等也提供必要的協助。此外、在「留下地方特色企業」的策略與觀點之
下，對於勇於挑戰新事業並持續投入改革的地方企業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產
業，也將投入更多的協助與支援。並以作為公司設立的使命所在。
表 2 是未來創業資金株式會社（FVC）與合作社/金庫從 2012 年起設立之 9
個基金(投資有限責任組合)。其中編號 5、6 基金之有限責任組合員除合作社/金
庫外，另有全國信用協同組合連合會也有資金的投入。這是全信連於 2014 年
11 月 12 日公告並開始「中小事業者等對象支援基金資金供給制度」並執行的
案例。
表 2 未來創業資金株式會社（FVC）與合作社/金庫成立之基金
基金(投資事業

金額

有限責任組合員(FVC 以外

存續期間

之無限責任組合員)

有限組合，以
下省略)

1

2

盛岡起業基金

大信創業支援

5 千萬日圓

盛岡信用金庫、盛岡市、滝 2012/8-

(2014/6 增至

沢市，以下 2014/6 新增：

1 億日圓)

矢巾町、紫波町

3 億日圓

大阪信用金庫

神戸信金地域

5 千萬日圓

神戸信用金庫

秋田創業支援

2015/12025/1

再興基金
4

2014/92024/9

基金
3

2022/8

1 億日圓

秋田信用金庫、秋田市、男 2015/10鹿市、潟上市、五城目町、 2025/10

基金

八郎潟町、井川町、大潟村
5

秋田元氣創生

2 億日圓

基金

秋田県信用組合、全國信用 2015/10協同組合連合會、(縣信元

2023/10

氣創生株式會社)
6

磐城國地域振
興基金

3 億日圓

磐城信用組合、全國信用協 2015/10同組合連合會\(磐信 RIT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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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

夥伴株式會社)
7

勧信未来投資

3 億日圓

基金

第一勧業信用組合、全國信 2015/10用協同組合連合會、(恒信

2023/10

サービス株式會社)
8

京都市啟動支

2 億 1 千萬

京都中央信用金庫、京都信 2016/3-

援基金

日圓

用金庫、日本政策金融公庫 2026/3
京都支店、KPP(京都
Research Park)

9

福島夢懸橋基

2 億日圓

2016/6-

福島信用金庫

金
2024/12
資料來源：參考未來創業資金株式會社（FVC）網站及各合作社/金庫基金介紹
福島夢懸橋基金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
以下以我們以 2016 年 6 月 1 日剛成立之「福島夢懸橋基金投資事業有限責
任組合」來說明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的運作。

日本政策金融金庫

↓協調↑
創
業
融
資
→

無限責任組合成員FVC
(出資、管理、營運)
↓↑(管理報酬、管
理獎金、盈餘分配)

有限責任組合成員福島信用金庫
(出資)↓↑(盈餘分
配)

福島夢懸橋基金(投資事業有限組合)
投資(普通股、特別股、新股預約權、付新股預約權之公司債、普通
債)↓↑(出售股票收入、盈餘分配、公司債利息收入)
作為投資對象的企業：總公司或營業據點有設在福島信用金庫營業範
圍，又屬於創業期間的企業；正在發展新創事業或有必要被延續下來
之事業的企業
退出方法：將持有股份讓渡給經營團隊或投資企業
圖 2 福島夢懸橋基金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
本基金資金規模 2 億，運用期間至 2024 年 12 月共 8 年 6 個月，到期後最

長可以延長 2 年。福島信用金庫屬於有限責任組合成員，對於基金僅負擔其出
資總額之風險，未來創業資本株式會社擔任執行業務之組合成員（無限責任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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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員），以企業總公司或營業據點有設在福島信用金庫營業範圍，又屬於創業
期間的企業；正在發展新創事業或有必要被延續下來之事業的企業。本案件必
要時可向日本政策金融金庫提出創業融資之申請，但是日本政策金融金庫並未
與「福島夢懸橋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簽訂協定(部分投資事業有限組合會簽
訂協定來協助其投資之新創企業，可以在創業初期更容易取得融資)。

小結
以上介紹之日本｢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基金｣之與本文所謂透過合作社運
動主管機關以編列預算方式建制｢合作事業發展基金｣，透過該基金的有效利用
來發展台灣的合作社事業，最後達成發展社會經濟的終極目標，本質上確實是
不相同的。
本人認同台灣目前合作社運動的發展透過公部門的協助，建制｢合作事業發
展基金｣有助於台灣合作事業發展困境的突破。
但是已現今國家預算吃緊，預算編列時互相壓縮，加上近年來國內公民團
體運動活絡發展的現狀下，可能導致拉長完成建制所需耗費的時間及投入金額
的減少。而在發展合作事業的終極目標完成之前，個人認為仍然可以嘗試其他
不同的作為，分別進行來加快該理想的實現。
日本合作社/金庫投入｢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透過與在創業投資具有相
對專業之創投公司的合作，不僅可以將資金做更有效的運用、協助地方新創事
業的發展，同時傳遞合作事業的理念。而創業成功的新創企業將來也可以成為
與合作事業合作的夥伴，協助推動合作事業。日本的做法應該也可以作為台灣
的參考。
參考資料


ICY 紀念全國協議會網站

http://www.iyc2012japan.coop/

未來創業資金株式會社（Future Venture Capital Co.,Ltd.）網站
http://www.fvc.co.jp/index.html

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契約に関する法律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lect.cgi?IDX_OPT=2&H_NAME=&H_NAME_YOMI=%82%c6&H_NO_
GENGO=H&H_NO_YEAR=&H_NO_TYPE=2&H_NO_NO=&H_FILE_NAME=H
10HO090&H_RYAKU=1&H_CTG=1&H_YOMI_GUN=1&H_CTG_GUN=1

各合作社/金庫之基金介紹網站
網址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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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一： 論合作社發展社會經濟:新協力模式的發展基金
Q&A
臺北大學孫炳焱名譽教授
謝謝作者的報告，我想國際化的結果，不管歐洲也好、亞洲也好，只要越
國際化，經濟就越陷入不景氣的狀態，然後國際化的政經利益都落在財團上面，
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也不彰，期待財圑賺的錢，能夠惠及大眾的效
果，好像各國都沒有實現，我想目前歐洲也好、亞洲也好，貧富不均的問題已經
成為社會問題，必須找出解決的途徑，國際化的另一面，就是在地化、草根化的
經濟活絡問題，例如社區、農會、合作社，非營利企業等，在改善經濟問題上，
扮演的角色越來越重要，我想，最好的例子就是日本跟韓國的經驗，可以做我們
的參考，合作社已經是庶民生活的一部分，例如，老人問題要靠政府是不可能的，
老人照護在日本，合作社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合作社的公益金，還有在都市
生活的老人第二代，然後政府支援，共同來解決農村裡面的老人問題，因為景氣
不好，政府的稅收有限，完全依靠政府解決是有困難的，我們要擺脫這種想法，
政府不是不可靠，只是沒有足夠的資源來維持，在脫貧這一塊，合作社往後應該
是可以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我們剛開始，看到國發會也啟動公部門在東部輔導
合作事業，給我們很大的鼓勵，因為時間上的關係，今天有幾位特別來賓，是梁
教授特別費心邀請下蒞臨參加，就請她逐一來介紹，表示我們的歡迎與感謝的意
思，同時結束今天這個場次，謝謝大家的參與和合作。

中國合作學社梁玲菁理事長
謝謝老師!我們在場有尤美女委員，還有蔡培慧委員，非常謝謝特別趕來參
加。還有市議員林亭君以及幕僚也來非常多人，在座還有臺北市政府的四位同仁
在場，以及我們去年去韓國訪問的婦女代表，另外還有在場的勞動合作社、農業
社、儲蓄互助社，因為今天內政部在台中有儲互社的訓練會議，所以只有台北兩
位代表出席，因為所有人都跑到中部去上課了。還有主婦聯盟消費合作社，據說
報名 10 個人以上的夥伴，還有人從花蓮來，謝謝！逢甲大學的老師也在場，下
午場次是由他們的老師加入發表。再來是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的老師
們，歡迎大家到我們學校來，沒辦法一一介紹。我們在場的工作人員們，請站起
來，今天都提早到，感謝!感謝信用合作社的前輩們以及中山區合作社陳前輩!
還有沒介紹到很抱歉，好像還有中部地區的消費合作社，中興新村的，還有社區
社工的人員、婦女權益促進基金會副執行長在現場。非常感謝大家，請尤美女立
法委員幫我們鼓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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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尤美女立法委員
孫教授、梁教授，還有郭處長、許教授，還有李執行長，以及所有長官，
還有所有合作社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非常開心終於趕上這場研討會，因
為今天有 8 個行程。說實在的，合作社跟我們臺灣關係其實是還蠻密切的，在日
據時代合作社就深入到我們整個生活裡面去。現在想想，其實我也是在合作社的
家裡長大，我爸爸就在建築合作社裡面服務，我的弟弟，其實就是在台北大學的
合作經濟系畢業的，雖然最後不是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後來想想其實我跟
合作社淵源蠻深的。只是，合作社後來的一個發展，好像慢慢有些汙名化，然後
整個被資本主義取代，所以今天資本主義走到盡頭，造成了非常嚴重的貧富懸
殊，大家又回過來看合作社，他的精神一直在那裏，大家共享、互助，這樣的精
神。所以在這裡，我想也剛好是這個時機，應該把合作社的精神，大家共存、共
容的精神再把它發揮出來。
我們非常感謝梁玲菁教授，他是我所遇到最認真的教授，不斷的說服我們，
說實在會去關注到合作社這塊，其實真的是梁玲菁教授的努力，她去跟我們台灣
婦女團體全國聯合會，CEDAW 公約裡面第 13 條所謂的合作經濟裡面，然後不斷
開始啟蒙我們，讓我們開始注意到說合作社這塊和我們的生活其實是息息相關
的，然後，再不斷回來看，原來合作社其實早就存在我們的生活裡面。所以去年
合作法的通過，讓合作社更健全，我們希望在座的各位，大家一起努力，讓我們
的合作社能夠開創出另外一片經濟的新奇蹟，跟社會的經濟能夠互相的結合，在
此祝福整個大會能夠圓滿成功，謝謝各位，謝謝!

中國合作學社梁玲菁理事長
那我們謝謝委員，那剛剛還有一位委員是吳玉琴委員的法案助理，因為他
今天緊急動員的關係所以沒辦法過來，那我們蔡委員也為我們鼓勵幾句話好嗎?
謝謝委員。

立法院蔡培慧立法委員
謝謝孫老師、梁老師，還有在座的各位朋友，如剛剛尤美女委員所說，我
們的生活，我們的勞動與合作社是息息相關的，我自己是在農村長大的，我阿公
也參加農會的小組，農會也是合作社的組織，只是後來股金被移除了，所以未來
我們在政策的推廣上面，希望能夠去重整農會，然後在重整的過程當中，是不是
置入股金制，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另外就是最近很多時候，我在跟經濟部、
還有國發會質詢的時候特別強調，台灣應該要拋棄過去以利潤為導向、以資本為
主導的經濟模式，應該建立社會經濟，應該要去發展合作的經濟模式，所以經濟
部也同意未來中小企業在推廣的時候，也要把合作社的組織型態去拓展，然後國
發會這邊也同意在他的社會發展項目，應該要廣泛的跟合作事業，也就是在座的
所有朋友來探討台灣的社會發展的模式，同時在這次的質詢裏頭，特別強調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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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要重振合作事業，所以內政部的合作相關的預算要提高，然後未來的合作事
業發展基金也要落實建立，我是主婦聯盟的其中一個成員，我相信不管是從消
費，不管是從勞動，或是未來要創造一個新的型態協力產業，都要靠我們各位一
起打拼，為台灣更好的未來，謝謝大家

臺北大學孫炳焱名譽教授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第一場次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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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第 94 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論文二：

我國信用合作社永續經營的展望
主持人 ：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建雄 教授
發表人 ：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王傳慶 教授
與談人 ：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方珍玲 教授
與談人 ：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李儀坤 金融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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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二： 我國信用合作社永續經營的展望
主持人：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蔡建雄教授
各位貴賓大家好，剛剛我跟我們發表人還有與談人，我們都已經共商完畢，
最重要的就是非常的簡潔，控制在剛好我們要吃飯的時間，每次研討會都是非常
難得的機會，所以有這樣的機會來共商國事，當然大家都是覺得非常高興，所以
我現在大概我們就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發表人，是我們台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
營學系王傳慶教授，我們這場次是我國信用合作社永續經營的展望，第一段我們
這個順序是在我的左手邊是方珍玲教授，她也是台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教
授，我的右手邊，李儀坤顧問，他是我們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聯合社顧問，現在
請我們王傳慶教授開始他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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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信用合作社永續經營的展望
王傳慶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以我國信用合作社目前發展的現況與面臨的基本問題為標的，藉
由比較德國、法國與日本等國的合作社制度的發展趨勢與治理模式，來討
論我國信用合作社未來發展方向的可能性。本文依據過去各國信用合作社
發展的過程與變革，探討淵源於日治時期至今甚少改變的我國信用合作社
制度，是否有那些地方可以有進一步改革的空間。因此，本文先就我國信
用合作社及日本信用合作社在制度與業務內容上做比較分析，再就德國、
法國及其它歐洲國家的合作金融制度與業務內容，與我國及日本信用合作
社比較分析之間的差異，並就其比較分析提出對我國信用合作社未來發展
的建議。然而，根據過去歐洲國家在合作金融制度上改革的經驗，合作社
的存在價值與發展趨勢必須以滿足地方需求為最基本的條件；在合作社發
展的過程中，政府在立法的配合、開放相關業務內容及資本金流動上扮演
著推手的重要角色；上層聯合社的最大功能是解決合作社資金流通的問題
及改善競爭與永續經營的能力，合作金融體系的整合是一種方式。反觀我
國信用合作社的發展，由於缺少一個強而有力且具實際業務功能的上層組
織，因而也無法與其它不同業務合作社之間有很好的連結，合作社是以「互
助」為原則，但為達到改善競爭與永續經營的目的，必須建立一個共同承
擔風險責任且有效率的合作金融體系，這是我國信用合作社未來發展無法
規避的課題。本文依據各國相關合作金融制度及信用合作社發展趨勢的差
異，加以整理提出一些對我國信用合作社未來發展的建議，冀望能做為政
府與信用合作社經營者的參考。
關鍵字：信用合作社、信用組合、信用金庫、綜合性銀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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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基本上，我國信用合作社是沿襲自日治時期的舊制，而過去日本信用
合作社制度的發展則又大多參酌德國的組織型態與法國的法規制度，但近
幾十年來德國與法國在合作組織的改造與治理模式上已經有相當程度的
改變，尤其是在合作金融體系的整合與市場競爭能力的改善上。在過去，
德國有雷發巽農業合作社系統、許爾志城市信用合作系統、消費合作社系
統與住宅合作社系統，各個系統明確分立，各自有其獨立的全國機構及不
同的業務範圍，彼此之間甚少聯繫，雖然也曾藉由組成「德國合作協會自
由委員會」去商討如何維護合作運動的共同利益，其主要任務亦只在如何
影響政府對合作立法或合作政策予以便利，對各系統個別的問題甚少涉及。
這種現象形成的原因除了歷史因素之外(如德國工會領袖認為消費合作社
不應是企業降低成本的工具，即勞工階級的利益與中產階級的利益並不一
致，因而消費合作社就脫離許爾志全國協會，成為獨立的系統)，另外多少
也是受到法令限制的關係，因為德國法令規定每一個合作社都必須加入稽
核協會，以便接受其對帳務的稽核，但不能同時參加不同系統的二個協會，
不像英國、荷蘭、丹麥及瑞典那樣，可同時參加不同業務性質的合作社系
統。這種制度固然可使各種合作社組織得以各自發揮它的特性平衡發展，
為社員利益著想而不受共同原則約束的優點；但也有它的缺點，就是合作
運動的整體性被沖淡，而且各種合作組織在業務上不易發生密切的配合，
也就是會缺乏橫向的連結，降低了合作社的經營效率與競爭能力。日本於
1900 年代明治維新時期引進德國的信用合作體制，隨後台灣於日治時期引
入至今，事實上，日本及台灣的合作體系之各種合作社組織，在業務上都
還維持著這種分別獨立運作的模式。
而法國的合作運動實以農業合作為主體，到十九世紀末期，有兩個因
素促成法國農業經濟的變化，一是農業技術的改進，一是農業市場的擴大。
這兩種因素對於原有的小型及中型農場產生很大的影響，一方面要如何改
良生產方法使收獲量，能維持與國外競爭者相同的水準；另一方面還要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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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能維持有利的價格。欲達到這兩個目的惟有走向共同合作的道路，法國
於 1884 年頒布「職業組合法」
，這是法國政府為了挽救當時經濟不景氣而
替工商業者及農業者所設計的一種互助的組織，實際上就是可以不同職業
別組成合作社的法令。農民依據這個法令組成相當於農業合作社的「農業
職業組合」，就可以用集體的力量及互助的方法融通資金、辦理保險、共
同購買與共同運銷。14 年後，日本於 1900 年訂定「產業組合法」
，其中也
包括准許信用組合的設立；雖然日本的農業合作社也是引進自德國雷發巽
農業合作社系統，而採取兼營業務的模式，惟後來又將保險業務納入其兼
營業務的項目，則不得而知應該是自法國引進的。
法國又於 1920 年頒布了「相互信用及農業信用合作社法」
，把信用合
作社及農業合作社視為獨立的社團，但亦可作為農業職業組合的附屬機構。
依據這一項法令將農業信用的立法統一起來，並設置一個中期信用機構
「國家農業信用局」，後來改為半公營的「國家農業信用銀行」
。法國的農
業信用體系逐漸循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是規模較大的國家農業信用銀行系
統，另一是規模較小由民間自動組織的一些獨立農業信用合作組織，它的
組織相當複雜，但大略也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加入「中央相互農業信用協
會」並占所有獨立農業信用合作組織存款總額比率達 75%的信用合作社；
另一是加入「法國農村及勞動銀行聯合會」的一些信用合作社。這些信用
合作社被通稱為「杜蘭德銀行」，都採取無限責任制，不收股金且存、放
款則都以社員為限，大多以小額放款為主，不向國家農業信用銀行借款，
而與商業性的法蘭西農業銀行來往，法蘭西農業銀行逐漸成為它們的上層
機構，法國的農業信用合作社體系即形成雙軌制。
23 年後，日本於 1943 年將「市、街、地信用組合法」從「產業組合
法」中獨立出來，並於 1949 年訂定「中小企業等協同組合法」
。又在 1951
年，日本政府為因應第二次大戰後，中小型企業擴大對資金及金融業務的
需求下，訂定了「信用金庫法」，准許信用組合改制為信用金庫，並增加
辦理非社員存款及票據貼現，在當時的 629 家信用組合中，有 560 家改制
為信用金庫。然而信用組合與信用金庫其本質上都還是協同組合，因而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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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日本信用合作社的雙軌制。雖然在 1968 年日本政府又訂定「金融機構
合併改制法」，可以准許信用組合、信用金庫合併或改制為銀行；1981 年
日本政府為因應國內經濟蓬勃發展下又修訂了信用金庫法，全面放寬信用
金庫的業務項目，因此提升了信用金庫的經營效率，而使其處於「準銀行」
的位置，惟在日本的合作金融體系內並沒有歐洲制度中的「合作銀行」，
故這兩個法令著實考驗合作組織以互助精神存在的合作價值。雖然最後只
有一家信用組合及一家信用金庫改制為銀行，仍然可以維持這一個制度的，
是日本信合社參與者與經營者所堅持的合作精神和合作價值，惟信用組合
仍只能以同業合併的方式進入信用金庫的系統，依然缺乏兩個系統之間的
互助與共同承擔風險的橫向連結。1990 年以來，日本社會受到經濟泡沫化
的嚴重衝擊，以中小型企業放款為利基的信用合作社面臨嚴峻的考驗。又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的重大改變下，許多信用組合因而倒閉，然而，信
用金庫系統也只能自求多福，無法給予信用組合系統任何的幫助，這就是
雙軌制的缺點。因此，日本政府在之後為強化信合社制度而訂定新政策，
金融廳於 2009 年決定放寬信用組合業務項目限制而與信用金庫一致，幾
乎與銀行相同；准許信用組合無須改制即可以信用金庫的方式營運，其上
層機構全信連也併入信用金庫中央金庫，以擴大規模來強化其功能，事實
上已大略完成信用金融體系的整合。
台灣在日治時期跟隨著過去日本信用合作社發展的腳步，台灣總督府
於 1913 年公布「台灣產業組合規則」以作為合作金融機構設立的法源，
已經比日本於 1900 年訂定「產業組合法」晚了 13 年，台灣的信用組合包
括信用合作社及農會信用部。1945 年台灣光復後，有 50 家的城市信用組
合改為信用合作社；9 年後，1954 年政府公布「信用合作社管理辦法」，
以作為規範信用合作社的法源，並確立內政部與財政部共同管理的體制。
1971 年中央銀行函令「中央銀行委託台灣省合作金庫檢查基層金融機構業
務辦法」，台灣省合作金庫就此逐漸成為信用合作社及農、漁會信用部的
上層機構，依上述合作制度的發展而言，台灣的信用合作社體系比較像法
國的「杜蘭德銀行」與法蘭西農業銀行之間的關係，惟實際上合作金庫銀
行並不是信用合作社的聯合社，更不是實質的合作社組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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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1970、80 年代台灣經濟的蓬勃發展，90 年代來到了顛峰時期，
我國信用合作社亦不斷的擴張，合作社總數由 50 家增加到了 73 家。1993
年政府頒布「信用合作社法」，雖然比日本在 1943 年將「市、街、地信用
組合法」從「產業組合法」中獨立出來，足足晚了 50 年；比 1951 年訂定
的「信用金庫法」晚了 42 年，但 1993 年可以說是我國信用合作社的全盛
時期，合作社總數達 74 家之多，存款市占率高達 17%，放款市占率高達
11%。惟在 1990 年後也受到日本經濟泡沫化衝擊的影響，台灣的經濟也跟
著嚴重的衰退，加上 1995 年起政府開放 16 家新銀行的設立，各家銀行為
獲得更高的經營效率而廣設分行，然而，銀行比信用合作社更可以提供較
多樣的金融業務服務，導致信用合作社既有的存、放款市占率被銀行瓜分。
並且於同時，政府在推動第二次金融改革政策的過程中，金融相關的法令
訂定及金融重整基金(RTC)的使用上，都比較重視且有利於銀行及其業務
的發展，在對信用合作社未來發展的政策選項中，選擇了與日本相似的政
策，即透過金融機構合併或改制銀行的政策。因而有多家的大型信用合作
社升格改制為商業銀行，目前我國信用合作社的合作社總數只剩下 23 家，
存款市占率在 1.9%，放款市占率 1.7%。合作社總數減少了 68%，存款市
占率約只剩全盛時期的 12%、放款市占率約只剩全盛時期的 16%。

貳、合作制度發展的比較
本文先就我國信用合作社與日本信用合作社在制度與業務內容上做
比較分析，再比較分析德國信用合作社與日本信用合作社在合作金融制度
與業務內容上的差異，並就其比較分析提出對我國信用合作社未來發展的
建議。基本上，必須以滿足地方需求為條件，政府立法的配合，相關業務
的開放及資本金流動上去考量我國信用合作社未來發展的方向。然而這些
發展方向應建立在一個以「互助原則」及「共同承擔風險責任」，且有效
率的合作金融體系之上，而不再只是一個以「自助、助人的目的性原則」
及「各為社員利益著想」
，而不受共同原則約束的合作金融體系之上。
一、我國信用合作社與日本信用合作社制度之比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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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日本的合作金融體系仍維持明治維新時引進德國分別獨立運
作的模式，分別為(1)信用組合：以全國信用組合連合會為上層機構；(2)
信用金庫：以信用金庫中央金庫為上層機構；(3)勞動金庫：以勞動金庫連
合會為上層機構；(4)農業、漁業、林業協同組合：以縣級協同組合為區域
的連合會，農林中央金庫為上層機構；除此以外尚有長期信用合作社為長
期金融機構。目前信用組合存款市占率約在 2%左右、放款市占率約在 1%；
信用金庫存款市占率約在 11%左右、放款市占率約在 10%。
我國的合作金融體系也和日本的合作金融體系很類似，各類不同業務
合作社分別獨立運作的模式，分別為(1)信用合作社：以不具實際業務功能
的聯合社為上層機構；(2)儲蓄互助合作社：以不具實際業務功能的聯合社
為上層機構；(3)農業、漁業合作社信用部：以縣級農會、漁會為區域的聯
合社，農業金庫為上層機構。
我國政府及日本政府對信用合作社的定位是在輔助商業銀行功能之不
足，所以政策多所限制信用合作社的業務項目。雖然日本政府在 1951 年
就已經訂定了「信用金庫法」，不過在當時也只是增加辦理非社員存款及
票據貼現的業務項目而已，但自 1990 年以來，日本受到其經濟泡沫化及
全球金融競爭環境改變的影響，日本政府已經瞭解到在進行金融改革的同
時，也必須同時考量經濟社會不同階層的需求。因此，日本金融廳肯定合
作金融機構對地區發展的重要性，為強化信用金庫的功能，逐大幅放寬信
用金庫的業務項目(增加國內外匯兌業務、證券投資、公債自營及銷售等)、
地區、對象等限制外，其上層機構信用金庫中央金庫並得以事業集團控股
公司的方式進行營運，使業務項目的觸角擴張到資訊系統、清算服務、資
產管理投信、國際業務、證券及信託銀行。事實上，這是全球合作金融體
系發展的趨勢，並且也是與全球合作金融體系接軌的必要方式。惟這是需
要由全日本 267 家信用金庫的共同參與，相對的，經營風險也必須要由這
些信用金庫來共同承擔。
過去我國政府當局在推動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過程中，鼓勵大型信用合
作社改制或合併改制為商業銀行，且信用合作社改制為銀行之家數比日本
來的多，使我國信用合作社的規模大幅度的縮水。以目前我國信用合作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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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款市占率為 1.9%、放款市占率為 1.7%而言，存款市占率規模也不過
相當於日本信用組合的市占率規模，而放款市占率規模也不過優於日本信
用組合的市占率規模 0.7%而已。也就是說，我國信用合作社只大約相當於
日本信用組合的規模水準，若要期望重新達到 1993 年全盛時期的輝煌水
準，即大約比目前日本信用金庫加上信用組合之存、放款市占率總量的規
模還強，必須先設法增加社員人數及提升存、放款市占率規模，才能進一
步朝向日本信用金庫的方向發展，建立一個符合全球發展趨勢的合作金融
體系。
在我國信用合作社之規模大幅度縮水的同時，儲蓄互助合作社之規模
卻有明顯擴大的趨勢，依據 2015 年合作事業統計年報資料，2014 年我國
儲蓄互助合作社的合作社總數有 339 個單位社，股金總額達新台幣 208.83
億元，放款總額達新台幣 90.03 億元，股金放款比率約為 43.1%；而信用
合作社的合作社總數有 23 個單位社及 1 個聯合社，股金總額達新台幣
144.98 億元，2014 年 12 月的存款餘額達新台幣 6,010 億元，放款餘額達
新台幣 4,013 億元，存放款比率為 61.98%。依據上述資料，我國儲蓄互助
合作社的股金總額約為信用合作社股金總額的 1.44 倍，惟股金放款比率仍
低，可能是因為業務項目、放款對象受到嚴格限制而無法提升放款比率的
關係。若政府政策能放寬對信用合作社與儲蓄互助合作社相關業務項目的
限制，不無有許多社間合作的空間，例如像日本合作制度改革中，准許信
用組合系統可轉為信用金庫系統，信用合作社與儲蓄互助合作社之間是否
也能有類似的渠道，或可以共同組成一個具有實際業務功能的上層機構，
如日本信用金庫中央金庫。進一步可增加不同業務合作社社員及其個人社
員的參與，整合農業信用組織，建立一個完整的合作金融體系。但是必須
先解決的問題是，目前我國相關法規嚴格限制以合作社社員方式參與其它
不同業務的合作社組織，惟這是打破我國合作社體系各種合作社組織之間
缺乏橫向連結的重要關鍵模式。
如前所述，過去我國及日本的合作社體系，各種合作社組織在業務上
都還維持著分別獨立運作的模式，這種制度模式固然可使各種合作社組織
得以各自發揮它的特性平衡發展，為其社員利益著想而不受共同原則約束
的優點。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合作運動的整體性被沖淡，而且各種合作社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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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在業務上不易發生密切的配合，也就是缺乏橫向的連結。日本信用金庫
中央金庫已經可以以事業集團控股公司的方式進行營運，且提升其經營效
率，這與德國 DZ Bank 的營運型態類似，表示日本再一次引進近幾十年來
德國合作金融制度改革後之新的治理模式。我國是否也要再一次引進這種
新的治理模式，則必須仰賴各種合作社組織的共同努力，而且最為重要的
是我國政府推動相關政策時可參酌日本的經驗，在我國合作制度改革的過
程中扮演推動者的積極角色。
二、德國許爾志城市信用合作社與我國、日本信用合作社制度之比較：
德國許爾志系統是一個多元複雜的合作組織型態，主要由業務合作社
及信用合作社所組成。業務合作社以工人生產合作社、購買合作社、運輸
合作社及一些少數合作社所組成。信用合作社依其不同參與者可劃分為兩
類：(1)以地區為範圍組成的國民銀行(Volksbanken)，社員大部份是城市小
工商業者，也有一些企業農參加；(2)以機關員工為範圍組成的信用合作社，
主要有鐵路員工儲蓄及信用合作社、郵政員工儲蓄及信用合作社、其它各
種機構組成的信用合作社。在這兩類信用合作社之外，有一個獨立運作的
「信用購買銀行」，目的是以貸款幫助小工商業者，使他們能夠對其顧客
以分期付款方式出售商品，藉由此種方式提升小工商業者的競爭力，並且
因為有一些較大型的國民銀行及區域中心銀行作為其背後資本金的支持，
因而這些信用購買銀行都經營的非常穩健。
國民銀行的組織結構非常多元且完備，地方國民銀行以吸收存款及放
款為主要業務，上層有區域中心銀行(WGZ Bank)；區域中心銀行主要業務
有清算收支、辦理較大額放款及提供自願性信用保證基金等。區域中心銀
行多數是合作組織，也有採用股份公司的模式；區域中心銀行的全國性上
層機構是德國合作銀行，德國合作銀行原本是一個半公營的金融機構，它
的業務對象不以一個合作系統為限，它也是雷發巽農業合作社系統雷發巽
銀行(Raiffeisenbanken)的全國性上層機構。德國合作銀行還有一個附屬銀
行「合作抵押銀行」，它的資金幾乎全部由發行債券的方式取得，也提供
區域中心銀行資金。另外，還有由國民銀行所組成的「建築儲蓄銀行」，
是一個專門對社員融通建築資金的長期抵押信用銀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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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德國修訂「合作社法」
，放寬對不同業務系統之合作金融機構合
併或金融業務整合的限制，使國民銀行與雷發巽銀行的體系合而為一，德
國官方正式退出半公營的德國合作銀行，而由合作金融機構自由決定發展
方向與組織結構。因為大幅度放寬對合作金融業務項目的限制，使各個合
作銀行得以合作社互助的精神，擴大對社員的服務範圍；另一方面又得以
綜合銀行的型態與商業銀行競爭並存。德國最大的合作銀行 DG Bank AG
合併了資產規模較小的 GZ-Bank AG 後，新銀行的名稱為德國中央合作銀
行(DZ Bank)，合併後資產規模超過 3000 億美元，成為德國第四大銀行，
且成為 900 多家合作銀行及其 12,000 個分支機構的清算銀行，同時扮演合
作銀行和投資銀行的中央機構。DZ Bank 整合了過去原有「信用購買銀行」
、
「合作抵押銀行」及「建築儲蓄銀行」的業務項目，透過轉投資金融相關
事業及多樣化金融商品的發行及銷售，與整體合作銀行形成一個事業金融
控股集團營運的網絡。集團包括住宅儲蓄銀行(Schwabisch Hall)、商業房地
產融資(DG HYP)、保險公司(R+Versicherung)、消費金融(TeamBank)、聯
合投資集團、資產管理公司、租賃(VR)和其他各種專業機構等。由於 DZ
Bank 的資本金大部分都來自於各層級的合作銀行或信貸合作社，因此，透
過 DZ Bank 的連結，不僅可以滿足各種業務合作社社員的多元需求之外，
各種業務合作社在取得營運資金的來源及財務運用上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並且在互助的精神下，得以更多業務部門來共同承擔營運的風險。
在自由與互助的原則下，合作組織必須還要有自律的精神。德國合作
制度另外有一個特色就是稽核制度，透過稽核達成合作社營運的自律目標。
許爾志系統在各區域都有「區稽核協會」，對國民銀行、業務合作社及信
用購買銀行進行稽核；還有「專業性全國稽核協會」對鐵路員工儲蓄及信
用合作社、郵政員工儲蓄及信用合作社、運輸合作社、Edeka 零售商合作
社、Rewe 零售商合作社進行稽核。1972 年，許爾志系統與雷發巽系統先
將各區域的區域中心銀行試行合併，並將兩個全國性的協會合而為一，改
稱為「德國合作事業及雷發巽協會」，由此可知，1974 年「合作社法」的
修訂是使德國合作社體系完成橫向整合過程中最重要的法令。
依據上述，本文比較分析德國信用合作社與我國、日本信用合作社在
合作金融制度與業務內容上的差異如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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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位不同：
德國合作銀行的參與者與需求者來自於各種業務合作社(會員社)及社
員，所以必須透過多元營運的方式來滿足社員多元的需求，因此被定位為
與商業銀行並行的綜合性銀行，屬於一種獨立體系下運作的金融機構組織。
而我國及日本的信用合作體系被定位為輔助商業銀行之不足，提供協助中
小企業、家庭事業及個人籌資需求的服務，是一種類似附屬在商業銀行之
下的金融機構，商業銀行為存款金融機構的上層組織，信用合作社則為存
款金融機構的基層組織。
二、組織結構不同：
德國合作銀行體系有由各地區自由組成的國民銀行、機關員工組成的
信用合作社、為專業營運標的所組成的信用購買銀行、合作抵押銀行及建
築儲蓄銀行，並且主要是由許多的「會員社」所組成，或由各種合作銀行
共同投資所組成，這些「原生業務」所涉及相關的金融業務項目較多，也
就是說，「原生業務」建構了其事業金融控股集團營運的網絡。日本的信
用合作體系有信用金庫及信用組合，較少「業務合作社社員」的參與，雖
然依舊保留兩大系統分立的雙軌制，目前已經整合了上層機構，將全信連
併入信金中央金庫，並有效提升經營效率及競爭力。而我國的信用合作體
系只有信用合作社，且缺乏實際業務的上層機構，相關法令嚴格限制「業
務合作社社員」的互相參與，因此涉及相關的金融業務項目較少而容易受
到限制，無法有效提升經營效率及競爭力。
三、社務的功能性不同：
德國合作社體系有社務功能的「德國合作協會」，其主要工作有稽核
會員社的帳務、充任會員社的法定代表及對會員社提供各種服務，並設立
訓練機構，特別重視合作教育及宣傳，尤其是稽核制度具有直接參與業務
的功能，藉由體現及維持合作社自律的精神與價值。而我國及日本的信用
合作體系內並沒有這樣一個獨立的社務組織，亦沒有自我稽核的制度，社
務的主要功能在對合作社的成員提供各種服務，及作為合作社與政府部門
對話的組織。因此，在缺少一個可以強化內部治理的組織下，比較無法規
避由體系內部所產生的營運風險。信用合作社永續經營的核心價值及利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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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此而受到嚴重的影響。
四、政府政策的開放程度不同：
德國合作社秉持自由、自律的精神去改革其合作金融體系，政府較少
干預合作社的發展，不論是國民銀行、機關員工信用合作社或在體系內的
合作銀行，規模大或規模小，都可以在現存的合作金融體系內獲得相同選
項的資源，符合公平的合作原則。雖然日本政府對信用合作社的定位與德
國不同，但也肯定信用合作社的社會功能，已先對規模較大的信用金庫有
相當程度的開放，之後亦以整合的方式讓規模較小的信用組合能共享信用
金庫系統的資源。而我國政府除了對信用合作社的定位與德國不同之外，
相關法令定義合作社為地方級的人民團體，對於信用合作社的認知傾向於
小規模的框架，保守的政策對其業務項目多所限制，當然很難營造一個比
較有效率的合作金融體系。更何況以目前我國信用合作社的社員資格、業
務項目及存、放款市占率規模而言，只是類似日本的信用組合而已。

參、我國信用合作社發展的課題與展望
我國信用合作社由於業務項目、營業區域及對象受到目前法規的諸多
限制，且多數為城市集中的信用合作社，易與金融控股公司的分支機構的
營業區域重疊，加上有多家大型信用合作社改制為商業銀行，反成為信用
合作社的競爭對手，在這樣的弱勢條件下實在營運不易。基本上，我國信
用合作社所應面對的主要課題是如何增進營運效率再把業務量擴大，及如
何重新建構一個獨立運作的合作金融體系。依據上述，本文針對日本、德
國合作制度發展的趨勢與改革的經驗，就信用合作社的參與模式、組織結
構、組織定位分述之：
一、 信用合作社的參與模式：
德國信用合作體系的參與模式是符合門戶開放的合作原則，參與者為
會員社(各種業務合作社)及社員，而且以會員社為主，原則上秉持參與者
就是使用者的原則，也就是說不管他是社員、準社員、亦或是非社員，只
要他在合作社有存款或認同合作社存在的目的即是參與者，他就是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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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服務的對象，即是使用者。惟德國非社員存款比率非常低，加上其高
中就有訂定合作事業相關的通識課程，可見德國國民普遍已對合作事業有
相當程度的認知。因此，德國民眾透過信用合作機構取得資金的比率很高，
目前存、放款市占率都在 15%以上。日本信用金庫已接受同業合作社社員
(信用組合)的加入，放款對象則仍以社員及準社員為原則，未來也有可能
朝向德國信用合作體系的參與模式發展，目前信用金庫加上信用組合的存、
放款市占率分別也有 13%及 11%強。然而，目前我國信用合作社法對於業
務合作社社員的參與有嚴格的限制，放款對象則以社員為主，準社員及非
社員則有嚴格的限制。依據 2015 年合作事業統計年報資料，2014 年 12 月
我國信用合作社的存款餘額為新台幣 6,010.13 億元，而準社員存款總額為
新台幣 111.87 億元、非社員存款總額則為新台幣 2,147.26 億元，準社員、
非社員存款總額約為存款餘額的 37.6%，其中非社員存款比率有 35.72%，
這個比率是非常的高，不知道非社員只是為了利息報酬的考量，亦或是因
為入社條件受到限制的結果。然而，事實上存款也是一種財務擔保的選項，
法國的合作銀行甚至採取更寬鬆的標準，只要他在合作銀行有股金存款即
是社員，並以入社股金存款金額的數倍金額作為放款額度的上限。
二、信用合作社的組織定位：
目前德國金融體系大致可分為綜合銀行、專業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
而綜合銀行包括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及合作銀行。德國合作銀行體系的組
織定位是整合德國所有合作銀行及金融機構為一個獨立運作的合作金融
體系，多元及開放的營業項目是為了提供資金給企業、社團及個人，以滿
足各種業務合作社之會員社及社員的需求，透過資金在合作社組織之間的
自由流通，達到資本金互助、合作社互助的目標，並且得以藉助體系整合
下多角化的營運治理模式以增強其競爭能力與共同承擔風險。業務的重心
在各區域的區域中心銀行及其轉投資的相關金融機構，因為德國是一個邦
聯國家，「邦」在以前就是一個王國，並且大部分的德國人篤信天主教，
以教區發展合作社組織的動因則更加有利於互助精神及共同承擔風險的
實踐。
目前日本的金融體系大致可分為存款金融機構及其它金融機構，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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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長期金融機構及各種專營信用組合系統。各種
專營信用組合系統的組織定位是分別提供資金給各種專營組合、協同組合、
中小企業、個人與勞工。資金來源主要是吸收社員及非社員存款，放款則
以社員及準社員為原則，合作社營運是一個強調金融交易的組織，少有資
本金互助、合作社互助的情形，因此只能藉助規模化的營運治理模式來增
強競爭能力與承擔風險的能力。惟原本合作社所具有的地域優勢及專營業
務的優勢，已被銀行體系金融控股公司的業務營運優勢所取代，使得信金
中央金庫也不得不採取金融控股公司的營運模式。與德國不同的是，日本
信金中央金庫金融控股公司的標的並非源自各種業務合作社的原生需求，
所以很難獲得合作社組織之間互助精神及共同承擔風險的實踐。
目前我國的金融體系大致可分為貨幣機構及其它金融機構，而貨幣機
構大致包括商業銀行、專業銀行及基層金融機構。基層金融機構有信用合
作社、農漁會信用部及儲蓄互助合作社。基層金融機構的組織定位是吸收
社員及非社員存款或股金，放款則以社員為對象。合作社營運方式大略與
日本相似，是一個強調金融交易的組織，少有資本金互助及合作社互助的
情形，惟目前的營運規模小，必須先增加營運規模，否則很難以規模化的
治理模式來增強競爭能力與承擔風險的能力。惟原本合作社所具有的地域
優勢及專營業務的優勢，已被銀行體系金融控股公司的業務營運優勢所取
代，除非強化信用合作社的業務項目，然後再與各種業務合作社的原生需
求相連結，才有可能增加營運的規模。因此，在還沒有建立各種業務合作
社原生需求的信用業務系統前，很難獲得合作社組織之間互助精神及共同
承擔風險的實踐，當然就不適宜馬上採取連結金融控股公司的營運方式來
定位我國信用合作社未來發展的方向。
三、信用合作社的組織結構：
德國合作銀行體系已經是一個獨立運作的組織結構，基本上是建構在
由下而上發展、三級制層級分明的型態，地方層級由各地區自由組成的國
民銀行及機關員工儲蓄及信用合作社，加上雷發巽農業信用銀行、Edeka
零售商合作社 Edeka 銀行(消費金融)，提供社員短期資金的來源；區域層
級由區域中心銀行聯繫各種地方層級的合作銀行及金融機構，並且由區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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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銀行及國民銀行轉投資組成信用購買銀行、合作抵押銀行及建築儲蓄
銀行，提供社員中長期資金的來源；全國層級由大型的合作銀行，如德國
中央合作銀行(DZ Bank)來聯繫各區域層級的合作銀行及金融機構，並將區
域層級轉投資的各種金融機構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型態營運，提供社員多元
化的資金需求及投資管道。
日本的信用合作金融體系，就信用金庫及信用組合部分而言，算是一
個獨立運作的組織結構，且已經有金融控股公司的營運型態，惟農業信用
及勞動信用仍屬於各自運作的情況。也就是說，沒有德國「會員社」的組
成成分，信用合作社之間業務的聯繫比較弱。基本上是建構在由下而上發
展的二級制組織型態，地方層級只有大小規模之分，因為缺少區域中心銀
行的聯繫，轉投資的業務項目由信用金庫中央金庫的控股公司決定，是由
上往下的業務推展，比較無法滿足社員由下往上的多元化需求，因為無法
直接提供給社員在信用購買、抵押及建築等方面的中長期資金，因此地方
層級信用組合的收益仍然過度仰賴中小企業及個人一般放款的利息收入，
一旦景氣下滑，企業及個人倒閉遽增使其收益遽減而產生重大影響，雖然
可以藉由上層轉投資的業務項目收益來彌補部分風險損失，但其控股公司
的風險分擔只是一種被動的形式，且只能針對一般放款單一面向的風險分
擔，容易造成基層垮了，整個體系也垮了的窘境。更何況也有可能受到控
股公司的過度投資造成損失的影響，因體系內缺乏其它分擔風險的管道而
會有相同的結果。瑞典消費合作社全國聯合社 KF，在 1995 年就因為其控
股公司的過度投資造成嚴重的損失，而導致其面臨財務危機的情形，但是
因為其體系內的組織結構包括了許多種業務合作社社員的參與及使用，體
系內風險分擔的層面比較多，使 KF 安全度過其財務危機。
基本上，我國的信用合作社的組織結構稱不上是一個獨立運作的體系，
實際業務運作也只限於地方層級的信用合作社，且大多屬於小規模的信用
合作社，仍以合作金庫銀行為上層的往來銀行。農業信用合作社及儲蓄互
助合作社仍屬於各自運作的情況，因此，信用合作社與農業信用合作社、
儲蓄互助合作社之間業務的聯繫非常少，且受法規嚴格的限制。因而我國
信用合作社不僅沒有德國「會員社」的組成成分，也沒有由區域中心銀行
轉投資組成的信用購買銀行、合作抵押銀行及建築儲蓄銀行，更遑論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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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實際業務功能的「德國中央合作銀行」或「日本信用金庫中央金庫」。
在第二次金融改革時期，政府政策傾向讓大型信用合作社升格為商業
銀行，或由商業銀行整併信用合作社，而沒有採取讓信用合作社改制區域
合作銀行的選項，因為這一個政策造成信用合作社總數只剩下 23 家，存
款市占率只剩 1.9%，放款市占率只剩 1.7%的窘境。並且在組織結構上缺
少區域或全國的上層機構，因此，只有地方層級的信用合作社，其收益當
然只有仰賴中小企業及個人一般放款的利息收入，一旦景氣下滑，企業及
個人倒閉遽增使其收益遽減而產生重大影響；轉投資的業務項目也只能依
附在合作金庫銀行或其它商業銀行之下。事實上，以目前我國信用合作社
的規模而言，營業項目也僅限於合作社第 15 條所規定的範圍內，除非能
夠以調整信用合作社的組織結構，政府也應放寬營業項目的範圍，才能營
造更大更好的營運條件，朝向建立一個新的信用合作系統去發展。
參酌德國信用合作社體系的發展經驗，放寬現行法規能將農業信用合
作社、儲蓄互助合作社與信用合作社共同納入一個單一的合作金融體系是
我國信用合作社未來發展的一個選項。另外，若可以開放及連結其它各種
專營業務合作社參與信用合作社的運作，並秉持參與者即是使用者的互助
精神，設立有利於各種專營業務合作社營運使用的放款專戶。至於轉投資
的目標，目前我國信用合作社的規模小，財力不足，金融控股公司的層級
相對較高，且風險分擔屬於一種被動的形式，更何況體系內完全沒有建立
任何其它分擔風險的管道下，若受到金融控股公司執行業務造成損失的影
響時，很有可能就會讓合作社陷入改變合作社經營型態的槽臼之中。

肆、結論
依據上述所論及德國及日本信用合作體系制度發展的趨勢與改革的
內涵，本文整理提出對我國信用合作社未來發展的建議與展望：
一、確立信用合作社組織的體系：
我國信用合作社組織體系相當不完備，以目前信用合作社的情況可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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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日本模式比較容易建構一個新的組織體系。首先，自 1971 年我國中
央銀行函令「中央銀行委託台灣省合作金庫檢查基層金融機構業務辦法」
，
台灣省合作金庫為信用合作社及農、漁會信用部的上層金融機構，至今已
經有 45 年之久，合作金庫也已經改制為商業銀行，以信合社的組織特性，
應以發揮其在地區經濟功能為考量，實在不應維持目前與合作金庫銀行的
依附關係。何況農、漁會信用部參照日本的中央農業金庫模式，已經建構
一個農業信用的組織體系，上層組織為農業金庫。我國信用合作社迫切的
應該獨立出來，並設立一個具有實際業務功能的上層組織「信用金庫」。
可參酌日本於 2009 年修訂的金融機能強化法，政府對於信合社的中
央機構注入公共資金，藉以強化信合社中央機構的自有資本，再由信合社
中央機構對於基層信合社注入資金，並對其營運加以指導改善。並對於信
用合作社的上層組織「信用金庫」相關的組織定位、組織功能等同時納入
考量。
二、應強化信用合作社的營運方向：
回顧我國信用合作社的發展過程，信合社在金融體系中擁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但是仍存在信合社定位不明確、規模不經濟、業務項目及區域限
制偏狹隘、內部治理亟需強化、資產品質有待提升等問題。因此，必須深
化合作社制度的機能，信合社制度有對中小企業授信的功能、對中小企業
重整支援的功能、提供地區融資及多重債務人支援的功能、相關社區及社
會諮詢服務的功能。簡而言之，信合社制度是基於社員互助與共同分擔風
險、強化自有資本以提升地區回饋收益。然而，信合社制度的基本理念與
只追求利潤的商業銀行歧異，信合社營運方向的強化應著重在多元的零售
融資業務上，除了中小企業貸款外，應積極開發住宅及建築融資、消費及
信用購買融資、創新與社區發展相關的業務。
三、建立自由、互助及自律的治理模式：
信合社制度應建立在自由、互助及自律的治理模式之上，秉持互助、
共榮、共享之合作精神，以提供多元化的服務來滿足社員多元化的需求，
凝聚社員的向心力。但最重要的是在創造信用合作社永續經營的核心價值
及利基，透過合作理念去創造永續經營的核心價值，積極拓展新增社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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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合社的參與，重視合作教育訓練及宣導，維持參與者與使用者共有、共
享及共同承擔風險的信念。另外，以健全財務基礎及有效率的風險控管來
維持信用合作社永續經營的利基，設立獨立的稽核協會以強化內部管控的
能力，強調道德觀與自律的價值，合作社組織之間互助精神及共同承擔風
險方得被實踐。總而言之，合作價值的實踐在於信合社制度是否有充分考
量到人的網絡關係，是否能維繫共同理念及認知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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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信用合作社永續經營的展望』與談稿
與談人 方珍玲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壹、引言
拜讀王傳慶教授大作『我國信用合作社永續經營的展望』，文中主要在探討
我國信用合作社過去發展架構及近年來在目前金融政策下所面臨之問題與困
境，王教授透過各國有關合作社沿革歷史豐富之文獻分析，探討德國合作銀行及
國民銀行、日本信用金庫，分析兩國信用合作社發展脈絡及競爭優勢，文中對日
本、德國及法國的信用合作社之發展歷史及其所造成之影響有深入之剖析，並就
日本、德國及我國信合社在定位、組織結構、社務功能性及政府政策開放程度等
面向上提出差異性之比較，最後提出建議作為改變我國信合社未來可能發展方向
之參考。

貳、本文所引發之思考問題
一、基層金融體系缺乏縱向及橫向的連結體系
王教授所提之德國、日本等國信用合作社在過去長期以來之成功典範，雖近
期也曾在金融海嘯期間有過低迷或混亂之情況，但很快再度恢復功能，其運作及
經營確實是值得我國參考。但誠如王教授所言，日本及德國在上層聯合社都有一
個強大組織進行支持，而其最大功能是解決合作社資金流通的問題及改善競爭與
永續經營的能力，因此這樣的合作金融體系因整合較為徹底，因此在運作上產生
效率。反觀我國信用合作社的發展，隨著合作金庫改制為銀行之後，缺少一個強
而有力且具實際業務功能的上層組織，因而也無法與其它不同業務合作社之間有
很好的連結，目前信合社體系不論是在金流及資訊流方面在縱向與橫向連結上變
得不夠完整。如：農會信用部也是地區金融機構之一，過去幾年藉由農業金庫之
成立，順利推動農業金融體系之完整化。未來對於促進信用合作社之系統化、完
整化，除信聯社以外，也能思考如何建立上層合作金融組織，像日本信用金庫或
德國合作銀行等機構，形成完整之合作金融體系來對應目前複雜之金融環境。
二、放寬信用合作社之參與模式
王教授所提之目前我國信用合作社之參與對象以社員為主，準社員及非社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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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嚴格的限制。但在 104 年 7 月 23 日財政部考量信用合作社社員存款與非社
員存款已無受償順序之差異，故已刪除對非社員存款限額之規定。另外為協助非
社員之中小企業、非營利法人取得融資管道，參採差異化管理原則，就財務較佳、
風險承擔能力較強之信合社，財政部針對「信用合作社非社員交易限額標準第四
條、第四條之ㄧ」開放其得於一定區域內對中小企業、非營利法人辦理非社員授
信。以上為去年金管會放寬監理措施的修法，對非社員參與信合社有鼓勵的作用。
但若要從基本金融環境的公平性來討論，金管會仍有許多可以再加以放寬的
業務內容。由於信合社業務區域大多為單一或鄰近縣市，其資產品質及業務成
長，與業務區域所在地的經濟榮枯，具高度連動性。金管會雖已於 2004 年放寬
資本適足率達 12%以上，前一年底逾放比率低於 1%，且備抵呆帳占逾期放款比
率達 100%者，都可擴大業務區域至臨近二至三縣市。擴大業務區域後，對信合
社而言，確實有助信合社業務風險分散；對顧客而言，因業務區域擴大到緊鄰縣
市，有利滿足民眾的實際需要。如：淡水一信於 2007 年於三重地區設分社，放
款業績即達 30 億元，2013 年存款總額約新台幣 660 億元，放款約 350 億元，2015
年再增加萬里、板橋及林口等分社，2016 年又增加中和分社，目前共有 15 個分
社，對合作社之業務拓展有很大助益，目前存款總額達 727 億，存款總額最高之
信合社。未來如何讓金管會能以更寬廣思維，以興利代替防弊之理念，增加核准
經營優質的信合社再增加業務區域範圍及分社數量，是信合社未來爭取重點。
其實從信合社的體質及品質而言，並不輸給銀行或農會信用部體系。就信用
合作社之營運績效數據可得知此一情況。截至 105 年 3 月底止，信合社共計為
23 家，分社 246 家，較去年減少 7 家，淨值共計約 447 億，總資產達 6,876 億，
存款總額達 6,283 億元。整體而言，信用合作社近年來積極提昇經營體質，改善
資產品質，截至 105 年 3 月底止，全體信用合作社逾放金額約為 3.49 億元，平
均逾放比僅 0.08％，其中有三地區之信合社逾放比幾乎是 0%，如：彰化十信、
嘉義三信、花蓮二信等。相較於 103 年 8 月 31 日全體信用合作社之平均逾放比
率為 0.09%，再減少 0.01%，備抵呆帳占逾期放款之覆蓋率為 2,202.06％，較 103
年 8 月底備抵呆帳覆蓋率 1,821.11%，提升達 380%以上，另資本適足率亦達 12%
以上，財務狀況相當穩健。相較於 39 家商業銀行 3,460 家分支機構，較 104 年
增加 18 家，至 105 年 3 月底止，本國銀行放款總餘額 25 兆 4,233 億元，較 2 月
底減少 47 億元；逾期放款金額為 657 億元，較 2 月底又增加 4 億元，逾放比則
為 0.26%，39 家本國銀行逾放比雖皆低於 1%，但銀行備抵呆帳占逾期放款之覆
蓋率為 510.55％，比起信用合作社為低；又如 310 家農、漁會信用部的逾放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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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備抵呆帳占逾期放款之覆蓋率為 566.58％，由以上數據顯見信合社在營
運上更為安全及穩健。目前雖然增設分社數之限制已經解除，但每年金管會仍進
行較嚴格之控管，若能逐年放寬信合社分社之設立，對信合社在基層鄉鎮的營運
更為有利。
金管會近來一直希望在金融市場上以更自由及開放的態度來面對全球化之
挑戰，銀行繼續朝國際化方向邁進，而信合作所扮演的是穩定區域金融業務之工
作，但由以上數據顯見目前優質信合社仍被重重限制的不合理性，因此不該限縮
信合社的業務，應該提供給信合社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讓信合社展現更好的
競爭力。
三、有關部分名詞之釋疑
王教授文章中提及「農業合作社信用部」一詞。以目前的實際狀況而言，農
會組織目前非屬合作社形式，在台灣是由農會法來規範，農會與合作社在業務上
有部分重疊，過去與現在都是一樣的情形。在鄉鎮地區的信用業務最早期是屬信
用組合的形式。但信用業務後來被併入農會信用部，主要是1949年行政院根據農
復會之建議將農會及合作社予以合併，其中規定凡有農會信用部的鄉鎮，不得再
設立信用合作社，自此以後信合社發展受到打擊；1974年雖然開放農業合作社之
設立，但卻未能同時開放農業信用合作社之設立，因此信合社在鄉鎮地區之發展
完全受限，故目前台灣在部分鄉鎮地區並沒有信用合作社存在，亦沒有農業合作
社信用部，是以農會信用部的形式存在。

參、我國信用合作社未來發展之補充建議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同時也是淡水一信理事主席麥勝剛先
生在多篇有關探討信用合作社業務的文章中均提及信合社相關發展問題及其因
應之道，包括法令之修正、組織之調整及業務之開放等，有非常深入的剖析。本
文僅再就不同面向中較迫切之點進行說明：
一、政府之政策面
1. 爭取信合社納入適用＜產業創新條例＞，將信合社納入中小企業，以鼓勵信
用合作社吸引人才，改善其經營體質：
再就信合社要擴大及轉型，仍須培養年青世代，以免造成人才之斷層，若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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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信合社納入＜產業創新條例＞，比照公司投入人才培訓，其培訓支出得適用投
資抵減，以強化公司投入人才培訓誘因，在吸引人才有相當大之助益，但此提案
經濟部目前傾向不同意，希望金管會及財政部能衡酌未來於「信用合作社法」中
增訂信用合作社準用「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1規定之可行性。
若能讓信合社在非都市地區擴大分社之設立，培養社區微型或中小型企業開
始創業時之信用級數，或增加貸放款比例，提供給年青人之創業資金及相關之陪
伴與諮詢，不僅促使地方上的創業環境變好，如此亦可增加地方就業機會。
2.爭取放寬各種金融業務之辦理，參與創新業務
信合社在有些獲利性較大或發展性較佳的重要金融業務上，如國外匯兌、國
外保證，以及簽發國外信用狀等外匯業務，財政部均未核準辦理，目前可辦理預
售屋，成屋交易，工程押標金，以及工程履約保證金等保證業務。而自 103 年之
後，財政部又增加可投資成分股公司發行之無信用評等短期票券、非次順位之金
融債券或公司債，以活絡其資金運用管道；放寬信用合作社非社員授信交易對
象，除自然人外，可擴及中小企業及非營利法人，以協助信用合作社有效運用資
金發展業務；2016 年 2 月開放信合社可兼營信託業務，目前共有 23 家信合社都
符合申請以信託方式賣基金，淡水一信亦核准兼營信託業務，另有高雄三信、花
蓮二信及彰化六信等信合社亦開始此項業務。以往信合社是「代理銷售」的模式，
而目前已正式成為基金銷售通路之一，此舉有兩大意義，一是打破信合社過去僅
有傳統型的貸款業務，而現在正式進入以收取手續費為基礎的業務，獲利來源應
會逐漸多元化。但對於發行商業本票及公司債等保證業務仍無法辦理，這些相關
業務的限縮，對於信合社之業務拓展有程度上之阻礙。
新政府為加強產業創新，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開始辦理創業天使計
畫，核準個案上限為 1000 萬元，未來信合社亦可爭取在天使基金投資占有一席
之地，扮演「促進者」或「協助者」角色，在各類投遞案件中提供創業後資金融
通，並以相對投資概念來參與投資。換言之，即通過創業天使計畫審核之案件，
可再提供低利率融資金額，最高額度與政府投資金額相同。建議每年度金融機構
盈餘提撥給天使基金之比例沒有下限，可提撥或不提撥，但有盈餘達 1,000 萬以
上，年度可以 10%為上限，以百萬元為一個基數，除年度上限之外，亦可訂定五
第36條之2 (103年5月2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103年6月4日總統令增訂)，為因應國際經濟情勢變化，促進國

1

內中小企業投資意願及提升國內就業率，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形下，新投資創立或增資擴展之中小企業
達一定投資額，增僱一定人數之員工且提高該企業整體薪資給付總額時，得就其每年增僱本國籍員工所支
付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三十限度內，自其增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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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之累積上限，政府若能再提供稅率上之優惠，可以鼓勵信合社參與創新投資。
3. 信合社可參與政府公共建設，為資金找出路
中央政府的政策上應該盡量再擴大獎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提振內需產業，
藉此有效運用超額儲蓄。而縣市政府在公共建設貸款方面，不一定都以銀行體系
為主，在地方政府以考量區域性資產品質良好之信合社為優先。104 年超額儲蓄
率達到 15.52%，105 年仍持續增高之中，創下近 28 年來新高，顯示台灣閒置資
金的氾濫程度，大部分的儲蓄引入房市及股市，並未對社會有更好的正面影響。
而台灣中小企業也有相當之競爭力，典型的內需產業，不見得在全球市場的
穿透力會輸給外銷產業，如：台灣之餐飲業，鼎泰豐，或茶飲料等，其他如資訊
或智慧系統及物聯網、綠能科技產業、醫療保健及生技服務業等，都是國人熟悉
且基礎技術穩固的產業。政府應該扶植中小企業轉型，提供更多更簡易的融資獎
勵辦法，去年信合社已經可以貸款給非屬社員之中小企業及非營利法人，故信合
社可與地區型的金融機構體系進行策略聯盟。政府也應該考量修改法令，鼓勵區
域信合社形成策略聯盟或成為信合社非營利公司，目前農會已經可以組成公司，
信合社也應該比照辦理，以提升競爭力。
二、組織之作業面
1. 迎接 Bank3.0 及 Fintech 時代來臨，全面 e 化之考量
E 化時代來臨，信合社亦有 e 化體系，但相關之作業仍然未能跟上時代腳步，
但因單一信合社之業務量不多，一套完整之金融資訊電腦系統動輒數千萬元，分
五年攤提，一年需要上千萬元，成本確實非常高。全台灣之信合社是否由信聯社
或形成一個上級單位，將全台灣信合社整合為一個資訊體系以實施全面 E 化。
未來若沒有網路金融體系之運用，屬於數位原生之年青世代勢必流失，如：網路
信合社的介面、線上客服、線上資訊查詢、線上轉帳、線上購買基金等目前都未
能全面性啟用，客戶的來源必定持續下降。
2. 金融人才、資訊作業體系人才之聘任
知識及智慧資本是社會資本中非常重要之元素，而這些資本的來源在於有效
率的關鍵人才，所以有關信合社內金融及資訊作業人才之培訓及培育是 21 世紀
重要之任務。社內原有人員要快速透過內訓及外訓的方式吸收新知及新技術，以
提升人力素質，或者可考量與信合社所在地之各公私立大學 EMBA 結合，因目
前各大學飽受入學人數降低之困擾，所以由各公私立大學協力發展大學或碩士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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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二： 我國信用合作社永續經營的展望
Q&A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蔡建雄教授
我們現在面臨的平台革命，從網路、PC，到手機 app，未來是不是一出生就
植入一個晶片，在以往以人連結在一起，到現在物品連結進來的過程中，以前合
作社的發展，除了政策支持等等之外，我們一直受限於所謂的平台，通路的成本
太高，因為我們的規模比較小，但是現在科技進步甚至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通路問
題，像剛剛李顧問說的 fintech 或其他科技等等。但是對於新科技，我們又面臨
到沒有開發成本的窘境，這就是一個兩難，因為它應該是對我們在實現合作理想
的最方便的一個方法，讓我們更加有競爭力的一個工具。所以這也是除了我們今
天提到政策或背景支持之外，值得我們要省思的，那還有我們在場的來賓有甚麼
意見要指教的？我們應該是最後一次的機會，大概兩、三分鐘。

基隆第一信用合作社黃昭胤理事主席
我是基隆第一信用合作社的理事主席，剛剛聽到幾位先進講到關於信用合作
社的現況與發展，我相信我們信用合作社需要跟上腳步，不過其中剛剛有講到一
些問題，其他不只是信用合作社，譬如說 fintech 的問題，fintech 要挑戰傳統
的金融業，不管是各種各樣的金融業，不是單獨的信用合作社的問題，信用合作
社面臨的問題在於說成本問題，因為固定的費用太高，規模太小的信用合作社，
應該說所有的信用合作社規模都不夠大，沒有辦法去支撐這樣的投資，這個確實
是他未來的隱憂，不只是未來，是明顯而立即的隱憂，不過有一點我倒是覺得還
有一些空間，不是只有信用合作社，是傳統金融環境的空間，譬如說剛才幾位先
進、幾位老師講到說證交所可能會消失，這個我認為是有可能，不過銀行業應該
還不會這麼快消失，或者說我們投信、投資這個行業不會這麼快消失，因為銀行
放款都一直沒辦法決定要放款給誰，這個在傳統的審核的部分，相信銀行業應該
還有他基本的功能存在，另外就是我們講說 fintech 他解決的問題是金流的問
題，他不是解決金融的問題，這兩個有很大的差別，金融牽涉到比較多的專業，
那金流只是資金的流動而已，我想這個是可能還有一小塊，這以上是我個人見
解，謝謝。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聯合社李儀坤金融顧問
謝謝，他講得蠻對，但是，未來金融業不是銀行做的，所以比爾蓋茲講一句
banking is necessary，金融業務是需要的，but bank is not anymore，這個
講得很清楚你自己網路去看，不是我講的，其實我們要有這個危機意識，因為我
是 5 年多前開始做的研究，接受電信委託，後來銀行委託，金管會委託，做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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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的恐怖，因為通英日文，所以我的資料幾乎九成看日文、一成英文，因為
四百多頁，美國、英國、德國什麼都講清楚，然後再來看原始資料，我跟你們說，
那本書不是說寫的非常好，但是很實務，你看了就會知道說，完蛋了，但不是馬
上，最好各位如果你還有個一、二十年退休的話，一、二十年後就不能保證，因
為那票人不曉得甚麼時候會跳出來把你吃掉，我們叫新創企業，大企業例如
google，apple，因為他們是上市的，這個企業不是上市，他們在等被併購，我
們唯一能因應他就是拿著錢去矽谷把他們買下來，或不買就跟他們合作，你自己
去創，門都沒有，因為我們銀行的腦筋死腦筋，真的他是科技業的，謝謝!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王傳慶教授
對不起我占用一點時間，我補充一下，因為我剛剛所講的我個人比較強調的
是說，在目前我們信用合作社的體質很弱的情況之下，我要強調的是說先基礎打
穩，再來講其他的，因為說許多業務我不是不贊同李顧問，李顧問的看法是非常
先進，那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們信用合作社的體系必須先建立起來，而且把這個
合作社之間聯繫的關係先建立一個比較有實在能力的一個信用體系，這個有可能
也可以包括農業信用在裡面，如果這個基礎，這個信用體系在台灣先建立健全情
況之下，所以我剛剛在發表的時候，我並不建議先朝向金控方面，因為以台灣目
前信用合作社的體系下，我們禁不起系統性風險，如果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信
用合作社的家數不斷的在減少，如果這時候也許我們假設中國大陸在最近也許幾
年，雖然中國大陸在做相當的嚴控，如果嚴控的不好，亞洲假設出現一個很大系
統性風險，我認為台灣的信用合作社的體系可能會被削弱到甚至危急的一個情
況，我稍微補充這點是我的看法。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建雄 教授
謝謝今天王傳慶教授跟我們分享我國信用合作社永續經營的展望，那同時我
們中華民國合作事業方秘書長、方教授，事實上在他的與談裡面幫我們提出了非
常多的建議，相信未來他可能會有一些機會，在這邊貢獻非常多的一個時間，那
最後李顧問也幫我們分享了他在 fintech 上面的一個研究、還有心得，還有最後
我們也要謝謝我們在場的各位貴賓，謝謝大家，這場次到這裡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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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第 94 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論文三：

高齡化社會趨勢下合作社扮演之角色
主持人 ：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楊坤鋒 主任
發表人 ：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吳肇展 教授
與談人 ：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李桂秋 教授
與談人 ： 弘道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林依瑩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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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三： 高齡化社會趨勢下合作社扮演之角色
立法院陳曼麗立法委員
各位合作界的大老們，我是陳曼麗，過去是主婦聯盟的夥伴，現在因緣際
會擔任立法委員，在主婦聯盟的時候，我們就一直在推展合作社的相關業務，現
在既然到立法院，我當然是很希望發揮我立法委員的角色與功能。今天看到很多
合作界的朋友，去年我們也去了一趟韓國，很多跨領域的朋友，也希望在這個領
域作一些事情。也看到孫老師及梁老師，過去在合作事業，這兩位是我們的啟蒙
老師，未來合作事業上需要我來協助，我會發揮一些功效。這一兩天，華航的罷
工事件，在這件事上，可以深深感覺合作的重要性，當然合作的範圍是很大的，
如果我們一起努力往前進，不是剝削，而是合作，我們的路會走的更寬更遠。我
自己本身也是因為在合作事業上的參予，我會比較理解大家遇到的困難。合作事
業的光譜是比較大的，涉獵範圍較廣，台灣的合作事業遇到目前經濟不理想的情
況，如何發揮我們的影響力，讓合作事業在經濟上的產值及光環能被大家所關
注。過去的努力是我們現在的基礎，我們會繼續往前走。在此誠心祝福大家今天
研討會順利、愉快，感謝大家!

主持人：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楊坤鋒 主任
我們謝謝陳委員對我們的勉勵，剛在談論老年化的問題。昨天看了 NHK 的
一個新聞，心中十分感慨，孫老師也是留日的教授，也是前輩，在日本，合作社
對老年人的照護早在 20 幾年前就開始做了。至今，也發現無法全職做到對老人
的照護，對老人這個領域挑戰非常多。在 NHK 的新聞中有一句話很有意思，給各
位作參考，日本為何經濟停滯，原因不是因為年經人，而是因為老人。因為儲蓄
在老人的身上，年輕人沒有錢，老年人又因為小孩不在身邊，所以為保障生活又
不願將錢給小孩，也不消費，產生惡性循環，造成日本經濟停滯。我常說，日本
的現在就是台灣的未來，超不多 15 年的時間。所以孫老師有錢要拿出來花一下。
今天就正式開始我們這一場次的研討會，發表人 25 分鐘，2 位與談人美味
12 分鐘，最後給各位交流，交流的時間 15 分鐘，每位發言 2 分鐘。發表人逢甲
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吳肇展教授，與談人一位是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李桂秋教
授，一位是弘道老人社會福利基金會林依瑩執行長，就是不老騎士電影中，騎最
前面的那位，那我們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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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趨勢下合作社扮演之角色
吳肇展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副教授

壹、緒論
全球人口快速老化已成為各國人口變化的普遍現象，聯合國人口基金會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簡稱 UNFPA）
（2012）指出，人口高齡化是二
十一世紀最重要的趨勢之一。由於出生率與死亡率持續下降，使得幼年人口比率
降低，老年人口比率增長，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面臨人口高齡化的問題。根據
聯合國（2014）統計資料顯示，全球 60 歲以上人口總數已從 1990 年的 4.84 億
人增加至 2013 年的 8.41 億人，其占總人口之比率，則由 1990 年的 9.2％增加至
2013 年的 11.7％。預估至 2050 年，全球 60 歲以上人口總數將增至逾 20 億人，
較 2013 年成長超過兩倍，占總人口之比率將攀升至 21.1％。在此期間，總生育
率（註 1）將從 2.5 人下降至 2.2 人，在全球高齡化程度持續加重與出生人口不
易提升的情況下，預估至 2047 年，60 歲以上的人口將超過 14 歲以下的人口。
此外，在人口扶養結構方面，全球老年人口扶養比（Old age support ratio）
（註 2）已由 1950 年的 12 人降至 2013 年的 8 人，預估至 2050 年將降低到 4 人，
換言之，這代表著每四位工作年齡人口需扶養一位老人，顯示社會對老年人口的
支撐負擔日益加重。在可預見的未來，人類預期壽命將持續攀升，老年人口非傳
染性疾病的盛行，失智與失能情況的增加，再加上許多開發中國家老人貧窮比率
甚高，人口高齡化成為全世界將面臨的主要社會經濟問題與挑戰，其重要性與影
響力將牽動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
台灣人口老化問題的嚴重性相較於世界各國亦不遑多讓。隨著醫療科技的進
步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台灣老年人口與其比率因國民壽命延長與出生率下降而明
顯增加。1970 年台灣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為 2.9％，1990 年增加至 6.2％，至
1993 年 9 月，65 歲以上高齡人口為 1,485,200 人，占總人口比率為 7.09％，已達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簡稱 WHO）訂定的高齡化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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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標準，開始進入人口高齡化國家，截至 2016 年 4 月底，65 歲以上人口數達
2,993,444 人，占總人口比率達 12.73％（內政部統計處，2016）。根據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2012）推估，台灣老年人口比率將於 2018 年超過 14％，成為高
齡社會，並於 2025 年超過 20％，成為超高齡社會。除了老年人口比率之外，2016
年 4 月底台灣人口老化指數（註 3）為 94.46％，也就是老年人口與幼年人口之
比約為 1：1.06，隨著少子化與高齡化的趨勢，預估 2016 年底老年人口將超過幼
年人口，老化指數也將超過 100％（內政部統計處，2016）。綜上所述，顯見台
灣人口結構老化速度非常快速。
面對全球人口高齡化的挑戰，聯合國於 1982 年在維也納召開第一屆老化問
題世界大會（World Assembly on Aging），接著於 1989 年指出，在有關老人的方
案上，應維持其人性尊嚴，如果需要特別照顧，應盡可能安置於社區中，並於
1990 年通過決議案，訂定每年 10 月 1 日為「國際老人日」
。直至 2002 年聯合國
於西班牙馬德里召開第二屆老化問題世界大會，提出「馬德里國際高齡化行動計
畫 2002」
，該計畫指出要讓老人有尊嚴地進入晚年，必須使其生活安全無虞，使
其能充分享有公民、政治、文化與社會權益。該行動計畫內容特別強調應支持高
齡者融入社區，運用社區的資源給予高齡者適當的照顧，使其能在社區中活動，
於社區內自然老化，以維持老人自主、自尊、隱私的生活品質。
因此，社區照顧為現今全球老人照護政策的主流，是促使高齡者能夠有尊嚴
且快樂地在其熟悉與習慣的社區中，成功老化並走完一生的最佳方案。然而，欲
建置完善且健全的高齡社區照顧系統，需要龐大的資源，鑑於政府財政負擔的考
量，照顧政策的觸角要達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照顧到每一位需要的高齡者，著實
有困難之處。故而運用非營利組織的力量，補足當前社會福利之缺口，實則愈形
重要，尤其是在目前社會福利社區化的趨勢下，合作社具有關鍵性的功能。
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簡稱 ICA）認為合作事
業是草根性的事業，與社區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不但要滿足人們在經濟、社會與
文化上的共同需求，更要關懷社區，解決社區的問題（于躍門，2011）。為了因
應高齡化的社會形成，社會福利的保障與保護需體現在社區合作社之發展（梁玲
菁，2012）。孫炳焱（2006）認為合作社確實是解決高齡化問題的重要途徑，有
別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解決方法，合作社乃是運用民間潛力，以大眾的力量，
處理老人問題的有效良藥。Nidhi and Bharti (2009)更指出政府與合作事業部門應
共同針對老人問題商討因應對策，運用合作社既有的資源，解決老人的社會問
題。由此可見，合作社在高齡化社會趨勢下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實為解決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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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化問題的重要組織與策略。本研究接續將詳述高齡化社會之意涵，並說明因應
高齡化問題之策略元素，進而闡述國內外合作社在高齡化社會中扮演什麼樣的角
色與實際的作為，最後提出結論。

貳、高齡化社會之意涵
一、高齡化社會的定義
國際上多以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作為高齡化之衡量標準。根據
WHO 之定義，65 歲以上人口即稱為高齡者，為區分社會人口老化進程，將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7％以上稱為「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
；超過 14
％以上稱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比率達 20％以上則稱為「超高齡社會
（Super-aged society）」，並將老人時期區分為三個階段，65 至 74 歲之老人稱為
「前期高齡者（Young-old）」
；75 至 84 歲之老人稱為「後期高齡者（Old-old）」；
85 歲以上之老人則稱為「超高齡者（Older-old）」。
雖然人口高齡化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但各國在社會人口老化的時程各有差
異。全球最早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國家依序為法國（1864 年）
、挪威（1885 年）
、
瑞典（1887 年）、丹麥（1925 年）與義大利（1927 年）；最早邁入「高齡社會」
的國家包括奧地利（1970 年）
、德國（1972 年）
、瑞典（1972 年）
、比利時（1975
年）與英國（1975）年。目前全球已有三個國家成為「超高齡社會」，包括日本
（2006 年）
、德國（2008 年）與義大利（2008 年）
；芬蘭與希臘預估於 2015 年、
保加利亞與瑞典預估於 2016 年將成為「超高齡社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13）
。
就各國自「高齡化社會」轉變為「高齡社會」的速度而言，法國需時 115 年、
瑞典需時 85 年、美國需時 73 年、英國需時 47 年、德國需時 40 年。台灣已於
1993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
，預估將於 2018 年邁入「高齡社會」
，歷程約 25 年，
並預估將再歷經 7 年，於 2025 年左右進入「超高齡社會」
，屆時平均每五人中就
有一位 65 歲以上的老人。雖然我國人口開始老化的時程相較於歐洲國家約晚了
一百多年，但現階段人口結構老化的速度至為快速，預估於 2060 年，我國將名
列全球老年人口所占比率第二高的國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3）。

二、高齡化的成因
人口老化的原因，主要可以從人均壽命延長與新生兒出生率降低這兩個因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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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探討。
（一）人民平均壽命延長
由於醫療保健水準提升、飲食營養水準提升、生活環境的改善…等，使得世
界各國人民平均壽命持續延長。就我國而言，整體國民平均壽命由 1992 年的 74.26
歲（男性為 75.96 歲，女性為 82.63 歲）
，增至 2014 年的 79.84 歲（男性為 76.72
歲，女性為 83.19 歲）。此外，我國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由 2001 年的 1,973,357
人，增至 2016 年 4 月底的 2,993,444 人（內政部統計處，2016）。種種數據顯示
我國國民平均壽命延長，人口呈現長壽化之趨勢。
（二）新生兒出生率降低
由於婦女經濟自主能力提升、生活支出持續高漲、不婚觀念萌生…等，使得
單身人口增加，而擔憂下一代生活環境惡質化、生活競爭壓力升高、育兒花費高
昂…等因素，又使得婦女生育人數持續減少，導致新生兒出生率降低。就台灣而
言，1951 年我國的新生兒出生數約 38.5 萬人，此後 30 餘年期間（1951 年至 1984
年），每年人口出生數維持在 40 萬人左右，其後逐漸下滑，至 2015 年出生數僅
剩約 21.3 萬人，粗出生率（註 4）下滑至千分之 9.1。而 1951 年我國婦女總生育
率為 7 人，自 1984 年起降至 2.1 人以下，2015 年總生育率更降為 1.12 人（內政
部統計處，2016）
。相較於世界主要國家 2015 年總生育率水準（美國 1.87 人、
法國 2.08 人、英國 1.89 人、日本 1.4 人、韓國 1.25 人）
，顯示我國少子女化之趨
勢十分嚴重。

三、高齡者的特性
（一）高齡者的生理變化
當人類步入老年後，老化現象益發明顯，使得生理機能逐漸衰退，因而引發
許多問題。老人的生理變化特徵包含下列幾個層面（吳老德，2010）：
1、心臟血管系統方面：老化會使得提供心肌收縮能量的活力降低，心肌收縮較
慢，心力較弱；亦會使得血管失去彈性，嚴重者會造成動脈硬化，血管腔變
狹窄而使血流不暢通，容易造成腦栓塞或腦出血等腦中風現象。此外，對心
臟易造成絞痛、心肌梗塞、心臟衰竭等各種心臟疾病。
2、神經與知覺系統方面：隨著老化，會逐漸喪失腦細胞，腦神經退化使得老年
人反應時間較慢、記憶力轉換衰退、容易分心…，隨著時間及生理變化，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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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力每況愈下，甚至演變為失憶症或失智症。
3、感覺認知系統方面：人類的認知感官能力，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走下坡，
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與觸覺等功能都會隨著老化而衰退。
4、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方面：由於老人小腸內的酵素種類減少，吸收單醣的
速度變慢，會影響其消化功能，且大腸肌肉活動減少，增加老人便秘的機率，
使得其新陳代謝之速度變慢。此外，內分泌衰退被認為是老化的決定性因素，
荷爾蒙的濃度會隨著老化而下降，例如胰島素、甲狀腺、成長激素…等，尤
其是女性更年期的到來是最明顯的改變。
5、骨骼關節系統方面：肌肉骨骼組織的退化，使得老人容易失去平衡、跌倒與
骨折，影響其處理日常起居生活的能力。此外，高齡族群患有關節炎與骨質
疏鬆症的情況較為嚴重。
（二）高齡者的心理變化
老年人的心理狀態變化通常會表現在其情緒與個性上，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教育部，2006）
：
1、情緒上的不安：高齡者可能由於生活上的適應不良、經濟狀況與健康狀況變
差、興趣範圍減少，而有缺乏安全感的情緒反應。
2、情緒上的急躁：老年人可能由於對新的事物學習與適應有所困難，且對於許
多狀況的不安，容易引發情緒上的急躁
3、個性變得保守：高齡者可能由於對許多事物變得保守，故在做決策時需要花
費較多的時間，或不敢下決定。
4、個性變得固執：老年人可能由於認為自己經歷了許多人生百態，過於自恃，
故在個性上變得固執而無法變通。
（三）高齡者的社會與經濟地位變化
高齡者到了退休離開工作環境時期，他們的人際關係與社會角色地位都會發
生明顯的變化（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3）：
1、社會地位：社會地位為社會對高齡者價值的衡量，也就是社會對老人的態度
與尊敬的程度。現今社會對待老人的淡漠態度，使得老人常被稱為被遺忘的
人或被歧視的群體，將老人看成是社會的包袱，常讓老人處於一種缺乏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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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需受社會施捨的地位。此種現象也造成高齡者心理上嚴重的影響，使
其因此感到自卑，表現出猶豫與遲疑的行為。
2、經濟地位：在收入方面，高齡者退休後收入銳減，收入來源由薪資收入變為
退休金或養老金，收入明顯減少；在支出方面，高齡者因生理機制的衰退，
醫療保健費用的支出大幅增加，若需要接受照護，則另需支付大筆的看顧費
用。

參、因應高齡化問題之策略元素
一、社會支持網絡
社會支持網絡（Social support networks）是一種由政府與民間機構的正式支
持系統及親屬或非親屬的非正式支持系統所共同組成的社會網絡結構，個人與此
網絡結構保持著高度的互動關係，且能從中滿足生理、心理、社會等各方面的需
求（余月嬌，2006）。換言之，社會支持網絡是一個能使個人維持其社會身份，
並獲得情緒支持、服務、物質援助、新的社會接觸與訊息的互動網絡。
就高齡者而言，透過社會支持可以使之相信其仍然是受到關心、尊重、愛惜
與有價值的（李瑞金、何燕美，2011）。足夠的社會支持，會帶給高齡者良好的
生活調適，親友之間來往愈密切，相互支持的程度相對愈高。社會支持網絡可以
提升高齡者的生活廣度與深度，促進生活調適能力，進而改善生活品質，增加生
活滿意度。經由社會支持能使老人建立有效的社會網絡，提供高齡者歸屬感，促
進心理健康，滿足其社會需求（陳峰瑛，2003）。實踐社會支持網絡最重要的組
織型態，即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合作社。孫炳焱（2006）指出透過合作社的組織
型態與經營模式，得以啟動社會支持網絡的力量，有助於維持老人的社會地位與
尊嚴，建立新的社會關係，且獲得需要的物質支援與充足的資訊，得以有效解決
高齡化社會問題。

二、在地老化
在地老化（Ageing in place）是指家庭提供一個持續性的生活環境，並維持
老人在社區中獨立自主的生活，由社區提供協助，使高齡者能持續適應生活環
境，參與日常生活中的團體活動，並增加其社會接觸（李瑞金，2012）。在地老
化意味著不需遷徙的老年生活，亦即不需要為了保持必要的支持性服務，以及因
應老年人不斷改變的需求，而搬離熟悉的居住場所（Pastalan, 1990）。透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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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照顧服務，使老人能夠繼續在社區中活動，不必進入或可延後進入收容機
構，促使老人能有尊嚴而且快樂地在其居住習慣與熟悉的社區中自然老化，甚而
走完其生命中的最後一哩路。
目前世界主要國家的老人照護政策，均以在地老化為最高準則，而不再以機
構式集中照顧為發展主體，以維持老人自主、自尊、隱私的生活品質。社區照顧
已成為老人照顧的主流，這亦是深具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的照顧模式，
使高齡者晚年仍然能在自己熟悉的社區網絡中接受照顧與支持，不必因環境遷徙
而遭受負面的衝擊，使其在日常生活上能感到熟悉、穩定與安全。我國政府於
2005 年開始推動「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鼓勵並輔導社區內立案之
社會團體，普及化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高齡者一個熟悉、便於到達且溫
暖有人情味的活動場所（李瑞金，2012）。合作社是草根性的組織，與社區關係
密切，
「關懷社區（Concern for community）」更是 ICA 制訂的合作社七大原則之
一。因此，合作組織是最適合體現在地老化概念的社會經濟組織，以社區合作社
做為高齡者社區照顧的主要模式，將有助於整合社區資源，提供最佳的老人社區
式服務，實踐在地共老的理念。

三、活躍老化
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是指人們在年老時，應該優化其在身心健康、社
會參與及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水準，從而改善其生活品質（黃財丁，2014）。活躍
代表著不只是在身體活動能力或參與勞動能力方面，更是要持續參與社會、經
濟、文化與公共事務，也就是強調高齡者積極參與各種活動的重要性。WHO 於
2002 年提出「活躍老化政策架構（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當中強
調健康、參與及安全是提升老年生活品質的三大面向。其指出透過老年人的身心
健康環境的形成、社會參與管道的建立，以及社會、經濟與生命安全的確保等策
略，以因應人口老化的問題。WHO 進而將「活躍老化」與「在地老化」這兩個
概念加以結合，成為「活力在地安養（Active ageing in place）」
，這個全新的主張
是二十一世紀最具人性化的老人生活意像（李瑞金，2012）。

四、時間銀行
時間銀行（Time banking）是指以個人的知識或勞務，提供他人解答或幫助，
換取自己所需之服務的一種機制。強調人力時間投入的價值，而非以傳統貨幣進
行衡量或交換（Edgar, 2013）。此為以服務交換所需物品或勞務的機制，在平等
互惠的基礎上，提升個人生活品質，創造社區網絡與社會資本。時間銀行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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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非營利組織成立並運作的一個可以存提時間（而非金錢）的「銀行」，此「銀
行」登錄志工服務時數，這些儲存的時數能夠提領出來，供志工或其指定的人使
用。在提領時，負責的單位必須安排志工前往服務，而這提供服務的志工也因此
獲得自己儲存的時間點數（林依瑩、簡佩芳，2006）。透過時間銀行，可以激發
出更多的志願服務工作，成就人助、互助、互惠、互利且可永續經營的志業。
面對當前高齡化的人口問題，可以充分運用時間銀行的機制，結合在地老化
與活力老化的元素，發揮社區鄰里互助的力量，協助高齡者繼續生活於社區中，
讓老人活得更有尊嚴與快樂。在台灣社會中，目前將時間銀行概念充分落實於老
人照顧的非營利組織，就屬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最能蔚為典範。有鑑於
高齡化社會老人照顧的問題與需求日益迫切，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主張結合眾人
的力量共同推動老人福利，積極推動「全國志工連線計畫」，於全國各地成立志
工站，並提供老人居家服務的機構連線，整合服務資源；同時輔以「志工人力時
間銀行」制度，志工可將服務老人的時數加以儲存，當自己或親朋好友有需要關
懷或照顧的時候，即可將服務的時數提領出來，請其他志工來服務。弘道老人福
利基金會以此雙軌互助機制提供志工服務，真正落實互助的核心價值，將老人照
顧的負擔，轉換成凝聚在地互助的力量。
互助合作本為合作組織的基本價值，且合作社能與社區發展密切結合，聯合
社區居民的力量，整合社區的資源，故而合作社是最能夠落實時間銀行這個概念
的社會經濟組織。社區合作社可師法時間銀行的機制，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包
括儲存社員服務時數、便於日後可以提領的回饋方式…等，激勵更多的社區居民
參與合作社，建立自助與互助的社區網絡，實現共老與共照的社區生活，結合經
濟與助人的價值，為社會福利服務創造加乘的效果。

肆、合作社應扮演之角色
一、台灣現況
（一）勞動合作社
勞動合作社為勞動者基於工作上的共同需要，依據合作社法所成立的法人團
體，以共同經營的方式向外承攬勞務，分配給社員工作，以減少中間剝削，增加
收益之自立自助的社會經濟組織（內政部，2010）。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為一種
從事高齡者照顧工作的非營利組織，也是台灣目前老人照顧體系的一環。根據內
政部合作事業統計年報資料並經本研究計算，2014 年我國以照顧服務為名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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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合作社共有 39 家，社員人數共 2,123 人，股金總額為新台幣 30,339,600 元。
這些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有部分專以高齡者照顧服務為主，亦有些合作社服務範
圍較廣泛，包括醫院看護、居家看護、社區日間照顧、產婦照顧、托兒托育、家
事服務...等。
然而，目前台灣的勞動合作社在高齡者照顧服務的經營上面臨十分嚴峻的困
難與不利的地位。梁玲菁（2016）指出，勞動合作社在租稅負擔上較其他相似的
勞務組織，需多負擔營業稅 5％，營利事業所得稅 17％，形成台灣以懲罰性的稅
賦對待以弱勢或婦女勞動者組成的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如此沈重的負擔，已經
造成許多台南地區的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紛紛解散，並且阻礙人民從協會的非法
人組織轉型為合作社法人資格的發展。再者，雖然長期照顧服務法已於 2015 年
通過立法，但在法規中卻未見到對於合作社從事照顧服務的鼓勵機制。
（二）社區合作社
社區合作社為社區居民自助互助的經濟組織，也是一種多目標的社會福利團
體，它除了可以改善社區居民生活上各方面的問題之外，因其具有加強社區意
識、社區參與等社會功能，對於促進社區團結，更能產生莫大的效果（陳來紅等，
1995）
。社區合作社是最能夠實踐在地老化與社區照顧理念的非營利組織，由社
區居民共同組成的社會支持網絡結構，可以有效地提供社區中的高齡者生活上之
支持，使其快樂且有尊嚴地於社區中自然老化。在我國的社區合作社中，位於台
南的仕安社區合作社可以說是透過社區居民互助模式，實踐在地共老的典範。
仕安社區合作社位於台南市後壁區仕安里，是一個兩百多戶，人口約六百多
人的小農村。仕安里與許多台灣農村一樣，為已邁入超高齡人口結構的社區，有
超過 20％的人口是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青壯年人口外移，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
比例高，為典型的超高齡社區。然而，在里長與社區居民的共同努力下，仕安里
現已發展出社區合作共老的模式。
有鑑於社區老人人口眾多，仕安里里長廖育諒於 2011 年即自掏腰包開辦仕
安社區醫療服務車，每週一、三、四、五載送村內老人至新營或柳營看病就診，
獲得社區居民的認同與迴響。而後尋求共同理念的社區居民合資，以每股一百
元，最少五十股，最多兩千股，共集資兩百多萬元，於 2013 年成立仕安社區合
作社，開始進行水稻契作，採無毒種植法，創立自有品牌「仕安米」，並架設網
站販賣。目前契作面積達 4.6 公頃，除了可提供社區農民穩定的經濟收入之外，
合作社的結餘更可用在社區公益與老人照顧等社會福利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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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安社區合作社現於仕安城鄉公園後面規劃了社區廚房與長青食堂，每週一
中午由社區媽媽們提供共餐與送餐服務，食材大多是取自社區公共菜園或居民捐
贈的自家蔬菜，除了中低收入戶與獨居老人免費外，其餘用餐者每位收取二十
元。每週二固定有醫生到社區義診，其他天都有醫療車載送老人至診所或醫院就
診，且有社區志工提供社區獨居老人照顧服務。除了高齡者社區服務之外，每週
二、五晚上亦有社區青年主導的課輔班，從國小到高中都能參加，結束後再由醫
療車送小孩子回家。綜上所述，仕安社區合作社充分體現社區居民互助的合作精
神，並以服務與勞動實踐在地共老的理念。
（三）消費合作社
在台灣的消費合作社中，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除了共同購買的消費合作
機制外，近期更主張以互助合作的方式，研擬健康共老的可能性。主婦聯盟生活
消費合作社成立至今已 14 年，早年推動共同購買運動的社員們資歷更是超過 20
年，隨著時間的推進，邁入銀髮族的社員們與社員家中的長輩逐漸增多，在推動
在地老化的過程中，合作社對於社員的健康與需求亦更加關注。
因此，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由 2014 年新上任的第五屆理事會與行政團
隊職員，組成了「社員互助福祉事業小組」，積極學習、參與及討論高齡者社會
照顧相關政策與措施，參訪與觀摩各種類型的民間照顧機構，並透過共學研討方
式探索可以實踐的方向。目前合作社藉由在各分社籌組銀髮社團「銀閃閃俱樂部」
的方式，在合作社內建構互相陪伴共老的網絡與功能，包括推動在地老化關懷銀
髮族志工培訓課程、銀閃閃讀書會、銀閃聚樂部...等，以共讀、共學、共遊與共
好的多元化活動，滿足高齡者社員與眷屬身心健康及社會參與之需求。

二、日本經驗
台灣的鄰國日本已於 2006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人口老化進程較台灣來得早
很多，故而日本老人照顧相關政策與措施亦較台灣先進與成熟。其中，合作組織
是日本主要的高齡者照顧組織型態之一，各種類型的合作社在高齡者照顧的工作
方面表現得相當亮眼，其經營模式與運作程序值得我國合作組織借鏡。以下將針
對日本的合作社在高齡者照顧相關社會福利事業的參與狀況進行說明（孫炳焱，
2006；于躍門，2011；李瑞金、何燕美，2011）：
（一）農業合作社
日本政府於 1992 年修改農業合作社法，使得農業合作社可以參與高齡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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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福利事業，並可對非社員提供服務。自此，高齡者照顧工作便成為農業合作社
的重點業務，在這些合作社當中，以大分縣杵築市農業合作社所設立的高齡者專
用租賃住宅最為著名，將高齡者的生活、保健、照護、醫療、餐飲、休閒、溫泉…
等種種設施，集中於一個老人福利村，其中有診療所介護中心、藥局、溫泉保養
中心與保健設施等，並有居家照顧支援、配餐到宅服務、老人輔助用品租賃、身
障老人訪視，同時開放診療所與溫泉設施供社區居民利用，與地方社會政策主管
機構密切合作，為日本老人社會福利機構成功的典範。
（二）勞動合作社
日本勞動合作社自 1995 年開始與老人合作社聯盟結合，共有四萬多名社員
於全國四百多個地方從事高齡者照顧工作，並成立了社區福利中心，將照顧工作
的觸角深入社區，前後計有兩百家正式運作，並逐漸擴充中。勞動合作社在與老
人合作社聯盟結盟的架構下，社區福利中心聯合地方政府與社區互助組織，提供
社區照顧服務，包括餐飲供應、健康照顧、短暫服務與社會福利產品出租等業務，
進而推展社區企業，從事房屋清潔、造園、房屋修理、居家諮詢、交通服務、生
活用品分配、文化創意及照顧…等，也就是以社區為中心，除了老人照顧服務之
外，更提供多樣多元的服務型態，以互助合作的精神，深耕於社區經營。
（三）消費合作社
日本政府於 2000 年實施長期照顧保險計畫，推動照護保險事業，為了因應
老人社員的需求，消費合作社紛紛開設老人商品專用賣場與老人福利諮詢中心，
並提供養老院資訊、老人年金、扶養稅金扣除、民間租金補貼措施及老人商品購
置補助金辦法…等資訊，由於這些相關補貼補助辦法繁複，合作社為老人提供的
諮詢與協助，甚有助益。此外，消費合作社也從事看護、理髮、到府入浴等服務，
並由合作社結餘中，提撥公益金補貼老人照顧工作。合作社與政府密切配合，將
照護保險事業轉化為合作社的經營業務，並善盡社會責任，共創了政府、合作社、
高齡者三贏的局面。
（四）老人合作社
老人合作社係高齡者自主組成的合作社，與專業的醫療消費合作社結合，提
供高齡者特殊的老人醫療與照護。除此之外，更進一步提供老人再就業與老人生
趣開發事業這些屬於活躍老化的服務，例如老人技能講習、老人照顧老人、老人
照顧兒童、家宅電器修理…等技術訓練，發揮老人的潛力，提升老人的活動力與
勞動參與率，使其能積極參與社會各項活動，為高齡者社會問題開闢了另一條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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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途徑。

伍、結論
高齡化人口結構的來臨已是全球的趨勢，台灣在這股世界人口老化的浪潮中
亦將受到相當嚴重之衝擊。我國由高齡化社會進入到超高齡社會僅需 32 年的進
程，預估於 2025 年起，將面臨每五人中就有一人為 65 歲以上老人的超高齡社會，
人口老化的速度相較於世界先進國家可謂非常快速。更有甚者，隨著醫療科技的
進步與生活環境的改善，未來 75 歲以上的後期高齡者與超高齡者將急遽增加，
形成高齡者之高齡化的現象。面對我國人口高齡化趨勢所帶來的挑戰，包括建構
友善高齡者生活之環境、解決家庭照顧的負荷、建置長久性的健康與社會照顧體
系…等有關高齡者照顧與服務的社會福利需求，勢必使得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遭
受到相當龐大且沈重的壓力，政府力有未逮，實有賴於民間社團組織參與及分擔
老人社會福利事務。其中，合作事業最是符合當前高齡者照顧在地化需求的基層
民間組織，如何使民眾在邁入高齡階段後，仍然能享有尊嚴、自主與安全的生活，
合作社當可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地老化是當前先進國家主流的高齡者照顧政策，透過社區照顧的方式，使
老人能在熟悉的社區中就近取得資源並獲得協助，滿足其對安養照顧的需求。尤
其對於獨居老人，或因行動不便且其子女都在就業而無法提供家庭照顧的老人，
社區照顧更有其必要性。目前我國的勞動合作社與社區合作社所提供包含日間照
顧服務、餐飲服務、保健服務、醫療服務…等高齡者社區照顧相關服務措施，均
發揮相當程度之功能與貢獻。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深化合作社於在地老化與
社區照顧方面的效能，整合各項資源，建構包括高齡者身體上的照顧、心理上的
照顧、家事上的照顧及社區關懷等一系列完整的照顧網絡。
聯合國在國際高齡化行動計畫中強調高齡者社區照顧的重要性，尤其指出促
進老少融合社區之發展，將有助於同時解決老人與青年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德國
首創老人與年輕人共同居住的銀青共居住宅，這住宅出租給高齡者與青年，高齡
者運用過去的工作經驗與人脈，協助青年完成工作與創業，而高齡者在共居住宅
中除了獲得身體上的照顧之外，更在協助年輕人的過程中得到了成就感與被需要
的感覺，滿足其心理與社會需求。
因此，未來可師法德國銀青共居的概念，以住宅公用合作社結合勞動與消費
合作社的模式，深化實踐社會支持網絡、在地老化與活力老化的理念，並引進時
間銀行的機制，激勵銀青世代互助的動機與行為，以共住、共生、共照的生活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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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降低居住上的照顧成本，提升照顧效率與效能。銀青共居合作社除了可提升
高齡者的生活品質，滿足其尊嚴與自主的生活方式，以及社會參與的需求之外，
對年輕人而言，可透過合作社同時滿足居住與就業的需求；對整體社會而言，更
可達到促進世代融合、減少社會福利支出、建構社會關懷網絡…等之綜效。透過
世代互助合作，合作社將可共創高齡者、青年與社會三贏的局面。

註釋
1. 總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名婦女一生所生育子女數。
2. 老年人口扶養比（Old age support ratio）定義為 15 至 64 歲人口/65 歲以上人
口，代表一位老人需由多少位工作年齡人口負擔支撐，其比值愈低表示支撐
負擔愈重。
3. 人口老化指數定義為 65 歲以上人口/14 歲以下人口，為高齡化社會的衡量指
標之一。
4. 粗出生率=（一年內之活產總數/年中人口數）× 1000，代表一年內平均每一
千人當中的新生活產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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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趨勢下合作社扮演之角色
與談人：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副教授 李桂秋博士

2015/06/13

21 世紀全球人口呈現高齡化趨勢，根據聯合國（2014）統計資料
顯示，估計 2050 年全球 60 歲以上者將超過 20 億人口。依內政部 2016
年 4 月底統計資料顯示， 65 歲以上人口約近 299 萬人佔台灣總人口
12.73％;依照行政院資料顯示 2025 年台灣在人口比例當中每 5 人將
會有一位 65 歲以上的老人。
茲就吳肇展教授之論文內容其特點臚列如下：
一、 首先吳教授針對高齡化社會其年齡層加以定義說明老年人口比
例變化，接著探討現階段人口老化的成因，高齡者具有的特性，
以及高齡者所面臨的問題與策略加以說明。
二、 利用社會支持網絡（Social support networks）使人維持其社
會身份，並獲得情緒支持、服務物質援助新的社會接觸與訊息
互動網絡。而且認為實踐社會支持網絡最好的方式是不以營利
為目的合作社組織。透過在地老化與社區照顧服務相互結合，
作者也說明合作組織是最能體現在地老化的主要模式，它是有
助於整合資源提供最佳老人做為高齡者社區照顧的主要模式，
並實踐在地共老的理念。
三、 本文說明時間銀行機制，結合在地老化與活力老化的元素，發
揮社區鄰里彼此互助的力量，協助高齡者繼續生活於社區，讓
老人能夠活得有尊嚴與快樂。藉由社區居民力量整合資源，尤
其本文說明合作社是最能夠落實時間銀行概念之民間組織。
四、 作者提出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是從事高齡者照顧的合作社組織，
也是目前台灣老人體系運作之一環。惟其稅賦問題是造成該類
型勞動合作社的負擔。其中社區合作社是最能夠實踐在地老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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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照顧理念之組織。本文亦提到台灣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
近期內擬研究健康共老的可能性。
五、 作者並以日本為例，說明農業合作社可以參與高齡者社會福利
事業;勞動合作社可以深耕社區提供老人照顧服務，並以社區為
中心;消費合作社是提供照顧保險事業，能夠善盡社會責任，共
創政府、合作社與高齡者三贏的局面; 老人合作社提供高齡特
殊者醫療與照顧。作者亦提到合作社組織是最能符合當前高齡
者照顧在地化基層之民間組織。
六、 本文將高齡化社會與合作社所扮演之角色於其文章內容表達非
常合宜與切題，並且說明合作組織的功能在高齡化社會裡具有
舉足輕重的重要性。
茲提出以下觀點僅供合作先進們參酌：
(一) 從整體經濟面而言，高齡者是否會降低各國的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高齡者是否增加各國的財
政支出?高齡者其就業勞動參與率又有多少?這些都頗值得我們
深思。靜觀國內在對待高齡者的態度上，整個社會有否讓高齡
者有被受尊重與老人存在的價值核心與尊嚴?尤其是現階段醫
療技術甚為發達，普遍老年者的平均壽命已有延長，我們相信
增強高齡者的健康自我管理機制非常重要，此可減少政府龐大
的醫療支出費用，而且高齡者若能參與勞動生產力並提高就業
水準，相信未來將會對整體經濟社會的發展有所幫助。
(二) 若從產業界角度而言，建議政府鼓勵並輔導各縣市成立示範性
重點式的長青照顧勞動合作社，讓參與高齡者能夠有機會融入
相關產業職場。雖然目前機械人之使用業已出現在某些國家的
高齡者服務業內，但是我們相信未來環境變遷與技術創新將會
提昇高齡者的生活品質，如何讓合作組織與高齡者有關之異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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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相互的連結，乃是減少政府財政支出與降低社會成本的有
效方式之一。
(三) 如何讓高齡者人力資源再活化的終身學習，並有效達成長青照
顧勞動合作社之運作使高齡者能對社會做出貢獻。因此，若能
有效提昇高齡者其勞動參與率、促進技術升級則將成為未來高
齡化社會經濟成長之有效政策方向。此時政府居中角色實不容
忽視，以及政府必需提出高齡化社會長照相關法令之完整性。
(四) 根據內政部調查資料，大多數老人會選擇住在自己熟悉之環境，
過著有品質及獨立之生活，而不願意住進安養機構，我們若能
仿效新加坡業已成立的托老及老人合作社，讓高齡者誠如托幼
合作社一般，早上 8:30 送至合作社，下午 5:30 接送回家與其
家人共同享有居家生活，此項措施的施行確實符合東方文化的
生活習俗，此亦說明成立合作組織的重要性。
(五) 利用「教育宣導」
，加強對中、小學之學生提高其對高齡者敬老
尊賢之社會教育，使其對高齡者尊重並瞭解高齡者的存在價值，
藉此加強倫理道德並改善社會風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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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趨勢下合作社扮演之角色
與談人： 弘道老人社會福利基金會 林依瑩 執行長
研究者廣泛探討合作社在高齡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台灣現有的照顧勞動合作
社，社區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也整理了日本相關的發展，如農業合作社、勞動
合作社、消費合作社、老人合作社，提供我們對合作社在高齡社會多元的想像。
合作社成功的三大要素：
「教育、教育再教育」
，更精準表達應是「賦權(empower)」
社員有能力來參與合作的相關營運。因此，若對應目前台灣合作社與高齡最相
關應屬於「照顧勞動合作社」。成立合作社不易，經營合作社更不易，更困難的
是社員高程度參與式的合作社。
目前國內照顧勞動合作尺社有一定比例的發展，落入「人頭社」的困境，意
即因為目前長照政策只委託給非營利組織及合作組織經營，政府排除營利單位的
參與。因此不少營利本質的單位或個人，另成立非營利組織式的基金會或協會，
亦有些成立合作社，以符合政府委案的資格。在此脈絡下成立的合作社，當然成
立的初衷，並非是為求社員發展的合作理念，所以社員的參與很容易形式化，掛
名式的人頭社，經營樣貎易變成坊間素質參不齊的人力仲介公司，其社會性的意
義相形薄弱。對於合作社的美好期待，亦因現形照顧勞動合作社的效益不彰，而
有所折扣。然而，台灣高齡長照需求快速攀升，政府應廣納各種組織的參與，不
論是營利或非營利，提供各種組織合宜參與的管道，以避免偽基金會、偽協會、
偽合作社的成立，形成後續監督的困難。
對於合作社的推動，籌備前期的輔導培育是關鍵，真正的合作社策重社員的
參與，民主式的管理，若對社員無充份的教育與培力，經營易落入高度理想性，
但效能不佳的狀態。面對高齡化社會的大量需求，發展合作社，當然會是高齡社
會之福，但如何讓參與合作社的相關人士多能扣緊合作理念，有合作理念的作
為，實為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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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三： 高齡化社會趨勢下合作社扮演之角色
Q&A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楊坤鋒主任
謝謝林依瑩執行長，我們有 15 分鐘的 Q&A ，每人發言 2 分鐘，請各位提出
問題。

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研究所碩士生
請教吳教授，剛在您的簡報中提到勞動合作社需要負擔營利事業所得稅，
印象中合作社法第七條規定合作社是免稅的，是否可請您釋疑?另外想請教林依
瑩執行長，社會企業與合作社差異在哪裡?另外協會及基金會的差異為何?剛有聽
到您簡報中，合作社場有許多規定，如果我們要成立社區照護的機構，應成立何
種組織?有何差異?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吳肇展教授
謝謝您的提問，在稅的方面，每個不同業務類型的合作社是不一樣的，如
消費合作社是免稅的，勞動合作社是要課稅的，這是當前勞動合作社的夥伴很大
的阻礙及需要溝通的議題，這個部分，也不是合作事業的主管機關可以解決。勞
動合作社承攬勞務進來，社員是有所得，所以這個部分在財政部賦稅署的認知上
面，還是要課稅，主要是非社員交易的部分，以財政部的觀念，你有所得就是要
課稅。等等或許可以請陳佳容專門委員來幫忙回答，或梁玲菁教授在這邊也有很
專精的研究。

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研究所碩士生
那如果老人納入合作社社員是否可以不用繳稅?

內政部陳佳容專門委員
第一個是關於是合作社社員繳稅的部分，是合作社法第七條規定，合作社
「得」免繳營利事業所得稅，這財政部認為是由他們來解釋，我個人是認為合作
社免稅的範圍，當然是與社員交易有關，所以消費合作社對社員銷售物品當然得
以免稅，勞動合作社提供社員勞務這個部分，銷售勞務的概念，應以免稅。有關
稅的部分，去年尤美女委員也幫了很多忙，現在有一個最新的狀況是，各個突破，
6 月初財政部有一個解釋給我們，勞動合作社對社員應該是代收代付的概念，他
不是社員所得，也請同仁將這個解釋轉給各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他的認定是勞
務者與提供勞務的組織沒有雇傭關係，就是代收代付，沒有營業稅的問題。我們
希望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0 款，社會福利團體與勞工團體是免稅的，應該要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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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勞動合作社，我們已經請財政部來認定，尚未回覆。其他類型的勞動合作社
則要符合無雇傭關係的代收代付才能免稅。因為時間關係，我先說明到這!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楊坤鋒主任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協會及基金會、合作社的問題，如果是協會的話，是
社團法人不得有營業行為，所以照護老人如有收取一定的費用，則不能以協會來
進行，彰化有社區發展協會販賣荔枝醋，被國稅局罰款。所以說，唯一能夠真正
從事照護老人的話，我想合作社比較適合，契合合作社的宗旨。當然社會企業也
可以作，反正每一種組織在他相對應的法源之下去進行，有些可以作有些不能
作，社會企業、基金會、合作社都可以進行老人照護，但稅法上不一樣!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吳肇展教授
我再補充一下，合作社與社會企業，他們在盈餘的處理方面有所不同，誠
如林依瑩執行長所說，目前還沒有社會企業法，所以它還是屬於公司的部分，賺
來的錢的盈餘分配與合作社的結餘分配模式不一樣。

中國合作學社梁玲菁理事長
我想請教弘道基金會林依瑩執行長有關基金會在進行老人照護時，有關收
取費用及志工之間的對價關係為何?

弘道老人社會福利基金會林依瑩執行長
我們基金會目前在照護老人服務上如有收費都給予收據，這個部分會計仍
以繳稅的入帳法，只是目前弘道基金會沒有盈餘，所以實務上沒有真的繳到稅。
這樣的收費方法，目前全國 180 幾家的居家服務單位接受政府的委託，委託的部
分，一般戶須自費 30%，他的收費標準依照政府的統一規定，一小時自費 60 元，
140 原為政府補助，依照政府委託規定進行收費。另外我剛剛提到 all in one
的開展，我們有作其他自費型的服務，價格盡量以損益平衡的方式來定價，建立
服務模式。老人照護不應該只依賴政府補助，民眾本來就應該有使用者付費的概
念，之前台北的金山，老人照護以外勞來進行的將近 7 成，這 7 成本身就有自費
的能力。這個也非常考驗 NGO，多數 NGO 的模式是以政府委託計畫及募款來作，
但是為了未來整個長照的需求，自費發展是真的非常需要。

中國合作學社梁玲菁理事長
還有一點時間的話，我想對輔大碩士班研究生做一下回應。
合作社與基金會的不同是，基金會主要是靠募款，合作社主要是社員自己
共同出資，如果勞動合作社就是共同勞動。實務上的問題，在台北市我們自己有
一個照顧到精神障礙工作機會的社區型勞動合作社，國稅局會要求登記憑證，視
合作社為公司，須負擔 5%營業稅及 17%營利事業所得稅。這件事情，現在聯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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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來，要給予合作社有特殊的法律地位，目前台灣民法的學者未必能接受這件
事情，所以現在開始到未來 10 年、20 年的時間，需要合作界努力的爭取，才能
像早上所說的「有限合夥」的關係，而且是合作關係，而非雇傭關係。
剛剛陳佳容專門委員提到的那個部分，去年在立法院兩度協商時，第一、
因為台灣承認勞動團體只有工會，他不承認合作社為勞動組織，我們跟勞動部溝
通，這是違反「國際勞工組織」的認定，在 193 號決議文裡，各國政府對待合作
社應與一般勞工組織相同，至少也要和中小企業是一樣。第二，財政部告知，基
金會如果有對價關係，5%的營業稅是不可免的，合作社提供相似的勞動服務，例
如長照或照護，卻被認定成公司，這是未來仍須努力爭取的地方。
另外，你談到的社會企業，尤努斯來台灣時，我也問過他相同的問題，他
說因為我不需要分配，所以未來可以繼續使用於社會企業，這個恐怕也存在一個
很大的問號，因為可能會有其他資金挪用問題存在。二者最大的不同在於，合作
社是一人一票，出資再多，也是一人一票；社會企業仍存在出錢的老闆及雇傭的
員工，那是雇傭關係，這是兩者最大的不同。然後在合作社中剩餘的分配，為社
員共同決定，理監事會議提出建議案，到社員大會決定，但是社會型企業不是，
也許法律的通過，可能按照英國的 CICs 或日本的新公益法人的法律來進行，可
能規定 35%不得分配，但其他 65%去何處，仍是由出資的老闆決定，這不是勞動
者可以參與，所以合作社是參與決策、民主決策，早上我特別講，這個組織能不
能用民主的方式去決定它的未來以及盈餘分配，這是最大的不同處，謝謝!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楊坤鋒主任
我想梁教授解釋非常清楚，我這邊作個補充，社會企業其實如林依瑩執行
長所提到，目前台灣沒有法，最主要的觀念是原來的慈善機構及社福機構要告捐
款及政府補助，經濟越來越差時，國家的預算也越來越少，所以只靠捐贈跟政府
補助無法繼續經營，所以社會企業的觀念是，在這種情形下，要想辦法自己來賺
錢，來從事所謂社會福利工作，那賺的錢應該怎麼辦?剛剛有說，保留盈餘也沒
有，資本公積也沒有，全部用在社會福利工作上，這是社會企業的一個概念。最
後一個問題?

主婦聯盟消費合作社許秀嬌理事主席
剛剛吳教授有提到仕安社區合作社，仕安里本來要自己做行銷，去年當地
廖里長提到又要經營社區，又要照顧老人，又要支持產業，在銷售的部份遇到困
難，去年開始除了自己社區共老所需要的米製品，其他都由主婦聯盟的通路來使
用，主要用在米漢堡的原料，雖然成本比其他的農友高，但為了合作社第六原則
社間合作，及支持經營社區及照護老人的這個區塊，所以他們現在全部的米都是
由主婦聯盟作契作，因為主婦聯盟的需求比他的產量還多，所以今年仕安社區合
作社還擴大面積種植，所以她現在不需要去做行銷的部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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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楊坤鋒主任
謝謝主婦聯盟消費合作社許秀嬌理事主席，這邊我作個結論，古人有云，
要養兒防老，現在我們要改一下，要養老防兒，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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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第 94 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論文四：

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購買意向之研究：
以里仁事業為例
主持人 ：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于躍門 董事長
發表人 ：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江宜芳 教授
與談人 ： 逢甲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張寶蓉 教授
與談人 ： NPO Channel 公益平台 張幼霖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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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四： 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購買意向之研究：
以里仁事業為例
主持人：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 于躍門 董事長
各位的夥伴，大家午安!我們常說，好戲在後頭，相信這一場是壓軸的好戲，
這場主要是探討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購買意向之研究，研究消費者的行為，特
別是消費者的購買及影響，作一個深入的探討，在這個主題上，邀請了兩位在這
個議題有研究及實務經驗的與談人一起進行探討，主題的發表人是逢甲大學合作
經濟學系江宜芳教授，江教授除了合作經濟外也關心社會企業，著作等身，在
SSCI、TSSCI、EI 有許多著作，是我們合作經濟系的後起之秀、生力軍。另外兩
位與談人，一位是逢甲大學企業管理學系張寶蓉教授，主要領域是策略管理及國
際企業，創新創業，對於民間企業及學術探討精闢，TSSCI、SSCI 的研究相當多，
另一位與談人是 NPO Channel 公益平台張幼霖執行長，對於社會企業、公益平台
付出了很多心血，所以頭髮都掉下去了，這個公益平台，上網都可以找的到，就
是 NPO Channel，是它創立的，也為社會企業找到籌資的管道，張執行長是中山
大學資訊管理的碩士，北京大學光華管理學院 MBA 結業，同時也是喜憨兒基金會
的前行銷總監、上櫃公司執行顧問，待會可以了解公益平台創業的過程，我們先
請江教授發表她的文章，謝謝!

- 143 -

ޣჹޗҾౢࠔᖼວཀӛϐࣴزǺ
аٚϘ٣ࣁٯ
ԢޱەǴҘεᏢӝբᔮᏢسշ௲

ᄔा
ӣ៝ၸѐჹޗҾزࣴޑǴεӭவޗҾࡋفޑǴᔠຎޗҾޑҁ፦ǵ
ബཥᆶബኳԄǵᔼᆅਏᚒǴ࣬ၨၨϿவࡋفޑޣрวǴӢԜҁ
ࣴزటவౢࠔቫԛǵޗቫԛǵаϷঁΓቫԛޑᢀᗺǴ୷ૻܭဦፕǵीฝՉࣁ
ፕǵаϷޗᇡӕག࣬ᜢፕǴቶ܄ݱӦቹៜޣᖼວޗҾౢࠔޑ
ӢનǴ٠௦ጕ่܄ᄬБำኳԄٰᡍଷᇥǶ่ࣴ݀زวǴౢࠔ܄ჹޕ॥ᓀ
ᆶޗҾᇡӕགԖᡉቹៜǴவԶගଯౢࠔᖼວཀᜫǹЬᢀ܄ೕጄ߾ၸமϯ
ޣჹޗҾޑᇡӕགԶቹៜᖼວཀკǹੋΕำࡋჹޕ॥ᓀቹៜόᡉǴ
ՠࢂჹޗҾᇡӕགԖᡉ҅ӛቹៜǶԜѦǴ଼நཀόޔௗቹៜᖼວཀᜫǴ
ՠࢂၰቺԾךᇡӕࠅԖᡉޔௗቹៜǶҁࣴز٠ਥᏵ่ࣴ݀زගр࣬ᜢᏢೌᆶჴ
୍ཀ఼Ƕ
ᜢᗖӷǺޕ॥ᓀǵޗҾᇡӕགǵౢࠔ܄ǵ଼நཀǵၰቺᇡӕགǵੋΕ
ำࡋ

i

- 144 -

൘ǵᆣፕ
ޗҾຎࣁᅿёှ،ޗୢᚒ٠ബޗሽॶޑബཥಔᙃǴࢂᅿа
ޗҞࣁޑЬޑҾȐΪ៌ߐǴ2014ȑǶPoon ᆶ Upenn (2011)ࡰрޗҾޑ
ཷ ܭྍۺ1970 ԃжӄౚޑ܄ҡݨӒᐒϷόඳǴਔࡹ۬ϟΕѱ٠ගрೱ
Սଞჹଶᅉ܄೯ᑩࡹޑǴബߡޗܭҾၮբࡋڋޑᕉნǴ٠ቹៜѝ٩ਈ
ᜄԏΕаϷࡹ۬ံຠߚޑᔼճಔᙃǶӧྍڙज़ΠǴߚᔼճಔᙃࣁΑᆢၮբΨ
рׯᡂǴ໒ۈරӛҾϯวǴаँઇа۳ӢࣁਈᜄԏΕԶԋԏΕόᛙޑۓ
ୢ ᚒ Ƕ  ϩ Ꮲ  ޣΨ ᇡ ࣁ ಃ Ο  ߐ ᔈ ၀ ஒ Ҿ  ຎ ࣁ ਏ  ޑ ݤჹ ຝ (Dees &
Elias,1998:166)Ǵаߦ୍ᛙۓǵ୍ܺࠔ፦ϷϯޑගϲȐDees,1998ȑǶό
ӕܭҾமፓࣁިܿബԏሽॶǴޗҾ׳ख़ຎ܄ޗҞޑǴ٠ၸග
ޗٮ(social goods)Ǵஒᕇճख़ཥၗܭബޗሽॶޑᔼၮኳԄȐٯӵǺڐ
շࢂ܈҇ۚޗჴ፬Ҿ٬ڮȑǴаଓុ҉ᔼǴჴ፦ঋڀΑߚᔼճ
ޑ٬ڮᆒઓᆶவ٣ࢲᖺڗճዎޑၮբኳԄ(Borzaga ᆶ Solari, 2001)Ƕඤق
ϐǴޗҾ߯ࣁ๏ဂޗکᔮวޗکճޑಔᙃǴځᖺޑڗ
ᔮࣦᎩΨஒӣ㎸ޑޗ୍ܺډճȐMartin ᆶ ThompsonǴ2010ȑǶ
җ߈ܭԃٰӄౚ܄ংᡂᎂаϷΓࣁᕉნԡࢉޑୢᚒВᖿᝄख़Ǵೱԋޗ
৮ཉǴ٠௪ଆިᕉߥ଼நཀǶӧޗიݤΓѠᕉნၗૻڐ-ᕉნၗૻύ
Ј(2015)ޑᆛઠύǴΑѠ 2014 ԃޑΜεᕉნཥᆪ௨ӜǴӵ:ଯᛈύޑ
ҡϯӼӄӒᐒǵ१ӼݤঅޑݤϸᙟǵԖࢥ෦ჹၭӦޑӒ্ǶԶ 2014  ډ2015
ԃഌុᛈวޑ१ӼཥᆪǴΨᡣӭޣόԾ଼ޑيநӒᐒǴࣗԿΨ໒ۈ
ଞჹۓҾ௦ڗՉᆶϸᔈǶԖ᠘ܭԜǴӭߚᔼճಔᙃᆶޗ٣ठΚܭ
Εှ،ԡࢉǵ१Ӽྍૈ܈ୢᚒǴႽࢂ: ୯ሞᆘՅکѳಔᙃǵЬᖄ࿉ᕉნߥៈ୷
ߎǵიݤΓԾฅᕉნߥៈ୷ߎǵཁЈԖᐒၭว୷ߎ……Ƕᒿ
ޗҾޑวᘉණǴޣ໒ۈௗ೭ኬ่ӝԏᆶޗᚈख़٬ޑڮҾǶ
ฅԶჹεӭኧཥᑫޗޑҾԶقǴޣჹځ٬ڮǵࠔจޑዕࡋᆶౢࠔᇡ
ำࡋࣣ࣬ჹၨեǴӧౢࠔᆶࠔจૻ৲ધкѾޑѱᕉნΠǴӵՖၸബཥޑᔼ
ၮኳԄǴ֎ЇݙޣཀΚǵׯᡂ܈ቹៜᄊࡋǴவԶᆶҾᝡݾǴаബ
ុޑ܄ԏߡԋࣁख़ाޑᆅፐᚒǹவٰ࣮ࡋفޑޣǴ೭٤ޗҾࢂ
ցॶளߞᒘǵ܌ځගޑٮౢࠔ୍ܺ܈ϐૈ܄ցှ،ޑޣୢᚒǵᅈىሡ
ǴΨஒ،ޗۓҾុޑ܄ᔮԏǶ
ӆޣǴᕉ៝ၸѐԖᜢޗҾϐǴςԖεጇ൯زࣴޑଞჹޗҾٰޑ
ྍǵҁ፦ᆶϣ఼ȐٯǺΪ៌ߐǴ2014ǹ؋ǵᆩҁྷǴ2014ȑǵᜪࠠȐٯǺ۔Ԗ
1

- 145 -

ࠢǴ2007ȑǵബཥϷബᔼၮኳԄȐٯǺᝊᆺǴ2014ȑǵಔᙃޑᔼᆅᆶਏ
ȐٯǺླྀڷ᎔Ǵ2014ȑ࣬ᜢᚒǴϩձа፦ঁ܄ਢ܈ໆϯޑБԄՉᔠຎǶ
࣬ჹǴ߾ၨϿࣴزவᆄࡋفޑрวǴቩຎޣჹޗܭҾ܌ගޑٮౢ
ࠔޑ୍ܺ܈ᄊࡋаϷᖼວՉࣁǶԜѦǴ߈ԃӧ१Ӽ॥ኪ᠈ύޑѠޣǴ୷
ঁܭΓ଼நཀܩᓐᆶڬᎁᕉნޑቹៜǴКଆа۳׳уݙख़ౢࠔ୍ܺ܈ගޑޣٮ
ޗೢҺᆶޗሽॶǴхࡴࢂցᡣ٬ҔޣளډЈᅈىǵࢂցᡣѠ೭༧βӦག
ډᠠȐഋ☰Ǵ2016ȑǹޗҾޑᔼᆶวǴ҅Ӣᔈ೭ኬޑङඳᖿ༈Զ
໒Ƕ
ᆕ܌ॊǴҁࣴزයวӄय़ࢎޑ܄ᄬǴ٠வࡋفޑޣǴ่ӝౢࠔቫ
ԛǵঁΓቫԛᆶޗቫԛޑᡂኧǴᕴӦᔠຎቹៜޣჹޗҾౢࠔ୍ܺ܈ᖼ
ວཀᜫޑӢનǴයࣁޗҾޑᔼගٮᇚࡌقǴᔅշޗҾૈӧᡂ
ЪᝡޑݾᕉნΠಥᑉԶрǶځύǴӧౢࠔቫԛޑҽǴҁࣴزҁૻܭဦፕ
ȐSpence, 1973ȑ୷ޑᘵǴᔠຎሽǵࠔจǵࠔ፦ख़ाޑౢࠔឦޑ܄ቹៜǹӧ
ঁΓቫԛޑҽǴ߾ၸੋΕำࡋǵ଼நཀǵᆶၰቺԾךᇡӕᡂኧٰቩຎ
ޣჹܭ॥ᓀᆶޗҾޑᇡӕགǹќѦǴӧޗቹៜϩǴҁࣴ ྣୖزAjzen
Ȑ1991ȑޑीฝՉࣁፕǴЬᢀ܄ೕጄჹܭޣᖼວޗҾౢࠔ୍ܺ܈
࣬ᜢՉࣁޑቹៜǶҁࣴز٠ᒧаཁЈԖᐒၭว୷ߎۭΠޑٚϘ٣ިҽ
Ԗज़Ϧљ1բࣁࣴزޑჹຝǴаୢڔБԄᇆޣԾךഋॊޑၗǴ٠ᙖҗ
ጕ่܄ᄬБำኳԄٰϩࢎزࣴ܄ۺཷᄬǶ
Ўക่ᄬӵΠǴҁࣴزௗஒឍॊޗҾǵޕ॥ᓀǵޗҾᇡӕག
࣬ᜢЎǴ٠୷ܭЎவౢࠔǵঁΓǵϷޗቫԛ࣬ޑᜢቹៜӢનፕଷᇥǹӧ
ϟಏֹ܌௦ҔزࣴޑБࡕݤǴҁࣴزև LISREL ϩ่݀ޑǵ่݀ፕᆶࣴ
زཀ఼Ƕ

ມǵЎᆶଷᇥ
ǵġՖᒏޗҾ
ޗҾྍޑଆࢂҗ ܭ1970 ԃжШࣚӚ୯ၶډೱՍޑᔮୢᚒǴӵऍ୯

2

ٚϘ٣ިҽԖज़ϦљᙁᆀٚϘ٣ԋҥ ܭ2::9 ԃǴаȨӀൺεӦǴృϯΓЈȩࣁۺǴ׆ఈ
ޣᆶғౢޣ۶Ԝ၈ߞϕշၲډϕճӅғޑᜢ߯Ƕ٠Ъޚ೭ኬޑགྷݤᆶၭ϶ࡌҥؼӳᆶ
ޔௗޑᜢ߯ǴЍӧӦғౢޑၭ϶ᔅշҁβၭǶයఈࡌҥၭ϶ǵቷᆶޑޣᐏఉǴ
Ԗᐒǵ෧ᅹǵߥޑػۺǴԋᅿؼ๓ޑൻᕉׯᡂ)!ޗϺϺٚϘǴ3126*!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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ᖄٖࡹ۬هӷǵኻࢪ୯ৎᔮวୢᚒᆶᅽճسґှǵаϷӄౚ܄ҡݨӒᐒޑ
ፂᔐ (Borzaga ᆶ Santuari ,2003)ǶΪ៌ߐ(2014)௲ࡰр೭ਔ۬ࡹޑςόӵ
а۳ኬྣྗံշߚᔼճಔᙃǴᏤठߚᔼճಔᙃӢࣁ୍ୢᚒᜤаၲԋдॺޑ
٬ڮᆶᜫඳǴ٠ߦȨޗҾȩޑಔᙃวӢᔈǶRidley-Duff ᆶ Bull(2011) ග
ډǴኻࢪޗޑҾЬाྍԾҁيᏱԖޑӝբޗวᐕўǴځၮբБԄΨڙӝբ
ޗቹៜߚதεǴฅԶऍ୯ޗޑҾၮբБԄ߾Ьाߚډڙᔼճಔᙃቹៜ 2Ƕޗ
ҾӢ܌ឦӦޑᕉნаϷᐕўЎϯৡ౦ԶԖόӕޑว॥ᇮǴΨӢԜޗҾ
ّϞϝฅؒԖঁӅӕޑዴϪۓက(Certo & Miller, 2008)ǶᏃᆅӵԜǴӭኧᏢޣ
ჹޗҾۓޑက఼ࣣᇂౢᆶޑޗᚈख़ሽॶǴቶۓݱကࣗԿᘉх֖ᕉნᆶ
Ўϯޑӭख़ሽॶ(Martin ᆶ ThompsonǴ2010)Ƕ
Yunus(2015)ᇡࣁޗҾڀԖΟεՅ: (1)ठΚׯܭ๓ޗୢᚒ (2)Ѹᖺ
ڗԏа҉ុᔼ (3)܌ᖺޑڗճዎѸᷤܭݙ٣ᡏวǴԶߚวިܫճ๏ި
ܿǶԜѦǴޗҾޑౢࠔ୍ܺڀԖ៝࠼ឦޑ܄ቻǴౢࠔࠔ፦٠όӢࣁԵ
ໆ៝࠼ёॄᏼ܄ԶԖ܌឴࣊ǴԶࢂаှ،БਢٰࡋفޑӢᔈԋҁࡷޑᏯǶޗҾ
܌ബޗޑճᆶሽॶ࣬ёᢀǴЪځՔᒿޑѦྈਏᔈஒԖշܭගܹҾ
ޑၗྍૈΚϷബཥǴӕਔቹៜճ্ᜢ߯Γ܌ᕇ܈ڗബޑሽॶǶ

Βǵޕ॥ᓀǵޗҾᇡӕགǵᖼວཀᜫ
Չࣁཀკ߯ࡰޣჹܭ҂ٰёૈᖼວࠔԶ௦ޑڗՉӛ(Dawn and
Thoms,2008)ǴϸᔈܭᖼວཀᜫǴҭջޣჹᄊࡋჹຝྗഢ௦ڗՉޑӛǴ
ӵགྷ՞ԖǵགྷᇻᚆЈރᄊǴΨࢂޣёૈڗளǵకǵ٬Ҕࠔᆶ୍ܺޑ
࣬ᜢයఈ(Mowen & Minor, 2000)ǴёႣෳޣ҂ٰޑᖼວՉࣁǶӢԜҁࣴۓز
ကᖼວཀᜫࣁޣӛᖼວ၀ౢࠔޑёૈ܄Ƕ
ӧ Taylor (1974)ޕ॥ᓀኳࠠύǴࡰрޣ،ۓᖼວϐޕޑډ॥ᓀǴ
Ӣࣁౢࠔঁࢂ܈ΓޑόӕǴԶౢғЈǵфૈ܈୍όӕޑ॥ᓀǴᅟࡕ
วफ़եԾي॥ᓀޑౣǴٰफ़եόዴ܄ۓᆶࡕ݀ᝄख़܄ǶӢԜǴޕ॥ᓀࡰݱ
ޣӧਔགډڙόዴۓаϷόӳ( ่݀ޑDowling & Staelin,1994)Ǵх֖
୍॥ᓀ (ջౢࠔᖼວၸำੋޑወӧԋҁ)ǵғ॥ᓀȐӢࣁᖼວࠔᏤठ࠶
ુঁډΓғڮӼӄޑёૈ܄ȑ
ǵЈ॥ᓀ(ౢࠔၲόډޣႣයޑਏ݀Ǵᡣ

3

ޣനڀж߄ ࢂߡޑ܄2955 ԃम୯ԋҥޑӝբޗǴΨ൩ࢂᛥᔎᅟϦѳӃ០ ޗTFVL)3125*Ƕ
ӧ LfsmjoȐ3117ȑࣴزύගډऍ୯খࡌҥਔǴӢࣁ҇໔ਈᜄอલǴӭ҇ޗаϷے௲ಔ
ᙃǴςճҔՉࣁѐЍߚᔼճಔᙃǴᡣಔᙃԖၗߎᝩុᔼၮ٠ၲԋᜫඳ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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ޣౢғЈॄᏼ)ǵфૈ॥ᓀ(ౢࠔޑ٬ҔࢂցૈٰঁΓයఈၲ )ૈ܄ޑډаϷ
ޗ॥ᓀ(ӢࣁᖼວౢࠔᏤठঁΓཞѨӧࢌޗဂᡏيޑҽᆶӦՏޑёૈ)܄
(Jacoby ᆶ KaplanǴ1972)Ƕ
ޕޑޣ॥ᓀቹៜډᖼວޑޣᖼວཀᜫ(Shimp & Bearden,1982)Ǵ
Pavlou & GefenȐ2004ȑࡰрޣٿևॄ࣬ᜢǶޣႣයᖼວՔᒿόӳޑ
ࡕ݀ǴคፕࢂߎᒲޑཞѨǵ଼நુ࠶ޑǵขቾݪ഼ЈᓸΚǵౢࠔёૈคݤၲ
ډႣයфૈ߄ǵࣗԿёૈܕठڬᎁޑ౦ኬӀǴ߾ஒౢғᗉխᖼວޑཀკǴа
ೕᗉ॥ᓀǶӢԜҁࣴزϐගрଷᇥ:

ଷᇥǵޕޑޣ॥ᓀᆶᖼວཀᜫևॄӛ࣬ᜢǶ
Algesheimer et al. (2005) ᇡࣁᇡӕག߯ࡰঁᡏှញԾρᗧឦࢌܭဂᡏ܈ಔ
ᙃޑǴࢂᅿӅ٦܈ဂᡏޑձǶԶ܌ᒏޗޑᇡӕੋᇡޕय़ᆶགय़ޑ
ϡનǴΨ൩ࢂޣஒԾρຎࣁࢌޗဂޑԋޑၸำǵаϷঁᡏჹܭ၀ဂᡏޑ
ᆣੋ܄ΕགǶਥᏵीฝՉࣁፕǴဂᡏ۳۳ჹঁᡏԖᅿЬᢀೕጄޑቹៜΚǴ
ёૈঁڋᡏޑՉ܈ѦᡉՉࣁǴ٠༟คޑೕጄΚໆǶԶᇡӕག߾Ԗշܭ෧
১ޗဂԋӢԜᅿೕጄԶౢғޑЈᓸΚǴ٠ஒೕጄϣϯࣁԾρޑሽॶᢀǶ
Bhattacharya & Sen (2003)ᇡࣁޣჹۓဂᡏޑᇡӕགஒԖշ҅ܭय़࠼៝ޑ
ՉࣁǴᔅշಔᙃၲ҅य़ޑຝᆶᙚǶӢԜǴҁࣴزፕଷᇥΒǺ

ଷᇥΒǵޣჹޗҾޑᇡӕགᆶᖼວཀᜫև҅ӛ࣬ᜢǶ

ΟǵġౢࠔቫԛǺౢࠔޑ܄ቹៜ
ጔܭѱޑວ፤ᚈБதӸӧၗૻόჹᆀୢᚒǴ٬ளҬܰᚈБޑ،य़ᖏ
ӭᜤаႣෳޑόዴ܄ۓǵ॥ᓀᆶԋҁǶਥᏵૻဦፕ Spenc(1973)ǴҬܰᚈБࣁ
Α٬॥ᓀफ़ډനեǴӕਔനεϯԾޑيਏǴुڋԖճܭρޑ،ǴӢԜᏱԖၨ
ӭၗૻޑБ๓уၮҔځၗૻᓬ༈ǴԶᏱԖၨӍ༈ၗૻໆޑБ߾ό௦ڗ
ӚᅿБݤᅰёૈӦᕇ׳ڗӭޑҬܰ࣬ᜢၗૻǴӕਔΨ၂კᔠຎќБ܌ևޑ
ૻ৲ጕǴፕౢࠔࠔޑ୍ܺ܈፦ǵ॥ᓀᆶሽॶǶ
Kotler (1998) ᇡࣁঁౢࠔӚԾڀԖόӕޑ܄ǴԶౢࠔ܄ҁي൩ࢂጕ
ᆶၗૻǴૈගϲࢂ܈फ़եޣჹౢࠔޑຑǶ೭٤ౢࠔ܄х֖ࠔ፦ǵीǵ
ࠔจǵхးǵ୍ܺǵߥǵଏǵሽ…ឦ(܄Kotler,1998)ǴҾ۳۳
ၸౢࠔޑ܄ৡ౦ϯǴٰၲԋόӕޑᝡۓݾՏǶBiel(1992)ஒౢࠔឦ܄ϩࣁȨฯ
ޑឦ(܄hard attribute)ȩǴΨ൩ࢂౢࠔჴᡏޑфૈ܄ឦ܄ǴᆶȨ೬ޑឦ(܄soft
attribute)ȩǴΨ൩ࢂᅈىޣЈቫय़ޑນޑགय़ឦ܄ǶԶౢࠔ܄բ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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ጕૻဦǴΨתᄽӛޣၲࠔ፦ᆶ॥ᓀ࣬ᜢૻ৲ޑख़ाفՅǶٯӵаሽ
ԶقǴӭኧߞޚޣȨϩᒲǵϩȩǴଯሽЪӝޑሽ۳۳ቹៜ
ޣჹౢࠔޕޑࠔ፦ǹԶౢࠔࠔޑจຝΨૈቹៜޑޣᄊࡋǴ೭ࢂӢࣁࠔจ
ᗦ֖ޑёߞᒘૻޑဦǴԖշܭफ़եޕ॥ᓀᆶԋҁ (Erdem et al., 1999)Ǵᔅշ
ޣவεໆ࣬߈ޑౢࠔаϷፄᚇޑౢࠔၗૻύǴᇸפޑрॶளߞᒘޑࠔ
(Chernatony ᆶ McWilliam,1989)Ƕ
ӆޣǴౢࠔޑ୍ܺ܈ၗૻǴஒቹៜޣ،ࢂۓցᖼວޑޑᄊࡋᆶߞۺǴ
ᙦԶԖሽॶޑၗૻǴࡽૈගଯޕޑޣሽॶǴΞԖշܭޣჹ୍ܺ
ගߞޑޣٮҺ (Ha, 2002)ǶӢԜҁࣴزፕǴޣჹޗܭҾ܌ගޑٮౢ
ࠔޕ܄ཇ҅य़ǴߡཇԖёૈߞᒘ၀ޗҾǴவԶჹ၀ޗҾޑۺǵ٬
ڮǵᆶᜫඳౢғᇡӕགǶඤقϐǴૈޣᆶ၀ޗҾౢғӅӕޑҞᆶሽॶ
ᢀǴ٠Ъ࣬ߞޗҾஒᅈىୖ܈ޣᆶޑޣሡϷճǴவԶวрᅿޗ
ဂག (Rosenbaum et al., 2005)ǶӢԜǴҁࣴزፕଷᇥΟǺ

ଷᇥΟǵޣჹౢࠔޕޑ܄ཇ҅य़Ǵ߾(a)ޕ॥ᓀཇե (b) ჹޗ
ҾޑᇡӕགཇଯǶ

ѤǵġޗቫԛǺЬᢀ܄ೕጄޑቹៜ
ਥᏵीჄՉࣁፕǴЬೕ܄ೕጄ߯ࡰဂᡏჹঁᡏޑೕጄቹៜΚǴёૈঁڋ
ᡏޑՉ܈ѦᡉՉࣁǴ٠༟คޑೕጄΚໆǶ೭ࡰдΓჹঁΓவ٣ࢌ٤Չࣁޑ
ቹៜǴջՉࣁޗډڙᕉნᓸΚޑቹៜǴх֖ঁΓޕډдΓ๏ϒᓸΚޑೕጄߞ
ۺǴᆶவдΓයఈޑ٩வᐒ(Ajzen, 1986ǹDawkins ᆶ Frass, 2005)ǶीฝՉ
ࣁፕதҔٰႣෳঁΓ܈ಔᙃޑՉࣁځکཀკ܄ǴӢࣁѬख़ঁܭΓکۺߞޑ
дॺڋԾρᒧՉࣁޑำࡋ(Dawkins & Frass, 2005) ǶεӭኧޑΓჇکဂᡏ
ԖୠϸፓޑՉࣁǴӧဂᡏԋ໔КၨܰౢғᏉᆫΚǴӢԜдॺԖ࣬՟ߞޑ
ۺǵ፦کՉࣁǴԶԋޑᒃஏำࡋǵय़ჹय़ޑϕᓎᕷޑਔংǴமϯдॺϐ
໔ჹ۶ԜයఈڋکຊޑΚໆǴԖਔংǴΓॺӢࣁ׆ఈځдԋௗڙԶᔈဂ
ᡏޑೕጄ܈ሽॶᢀǴࢂޣ܈ոΚүਏဂᡏύдΓޑՉࣁ٬ԾρᆶဂᡏठǴԋࣁ
ဂᡏύޑǶځԛǴவޗೕጄᆶයఈ܌௦ޑڗՉǴჹঁܭᡏԶقǴΨૈ
फ़եၸำёૈੋϷޗޑ॥ᓀǴᗉխཞϷঁΓӧࢌޗဂᡏيޑҽᆶӦՏ
(Jacoby ᆶ KaplanǴ1972)ǶӢԜǴҁࣴزፕǺ

ଷᇥѤǵޑޣЬᢀ܄ೕጄཇଯǴ߾(a) ޕ॥ᓀཇե (b)ޗҾᇡ
ӕགཇଯ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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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ǵġঁΓቫԛǺੋΕำࡋǵ଼நཀǵၰቺԾךᇡӕޑቹៜ
Zaichkowsky (1985)ᇡࣁঁΓޑᇡࢂߡޕቹៜੋΕനख़ाޑϡનǴΓӧय़ჹ
٣ނӢࣁԾޑيሡǵሽॶᢀᆶᑫ፪Զགډڙ٣ᆶԾρױᜢޑำࡋԖӭϿǶੋ
ΕҁيΨёж߄ঁᡏᜢЈ٣ޑࢲ܈ނЈރᄊǴ٠ёᡉрځჹ٣ࢲ܈ނᜢ
Јᆶख़ຎޑำࡋǶӢԜౢࠔੋΕำࡋࡰݱޣჹౢࠔߥᆶᑫ፪ރޑᄊǶ
Zaichkowsky (1985)ۓကౢࠔੋΕำࡋࣁ: ȨᅿঁΓሡǵҞǵሽॶᢀᆶౢࠔ
ޕȐឦ܄ᆶճȑϐ໔ޑᇡ܄ޕೱ่ȩȐCelsi & Olson,1988ȑǶੋޑޣ
ΕำࡋၨଯਔǴཀښځౢࠔޕำࡋΨཇଯǴ࣬ၨܭեੋΕำࡋޑޣǴଯ
ੋΕޣᏱԖၨଯޑᐒՉૻ৲ᆶၗૻޑᇆКჹǴࢂа࣬ჹჹܭౢࠔǵ୍ܺǵ
Ҿǵࠔ܈จᏱԖၨᙦޕޑ܈܄Ǵૈᔅշঁᡏղᘐ٠ຑ࣬ᜢޑ
ၗૻǴவԶफ़ե،܈ၸำύੋޑόዴ܄ۓᆶࡕ݀ȐChaudhuri,2000ȑ
Ƕ
 ܍ Ǵ   ঁ Γ ၲډд  ܌Ⴃ ය  ޑӼ ӄ གਔǴ ൩  ౢ ғ ߞ ҺǴ ೭ᅿ ག 
Delgado-Ballester(2004)аٿБय़ٰᇥܴǺಃǴࢂ៝࠼࣬ߞৎϦљૈჴѬ
܍ᒍሽॶޑำࡋǹಃΒǴ߾ࢂӧౢࠔϲǴวғΑཀགྷόޑډୢᚒਔǴ៝࠼
ϝฅ࣬ߞ೭ৎϦљૈӧԾճচ߾Ǵߥៈ٠ᆢдॺճޑำࡋǶӢԜǴҁࣴز
ፕܭ୷ޣԾޑيౢࠔޕǴԖૈΚຑᘐޗҾ࣬ᜢޑၗૻਔǴό׳
уΑှৎޗҾ܄ޗޑሽॶᆶҞޑǴΨஒԶቹៜдॺჹޗܭҾߞޑ
ҺǴ٠ଞჹޗҾޑ٬ڮᆶ܍ᒍౢғᇡӕགǶ୷ܭаᏢޣፕॊǴҁࣴزፕ
ଷᇥϖ:

ଷᇥϖǵੋޑޣΕำࡋཇଯǴ߾(a)ޕ॥ᓀཇե (b) ჹޗҾޑ
ᇡӕགཇଯǶ
଼நཀ೯தࢂҗΓॺЬᢀ܌ᇡޑۓǴࢂࡰΓᇡޕԾ଼يநޑЈރ
ᄊ(Lee,1989 )ǶFurnham ᆶ Forey (1994)ۓက଼ޑநཀࣁᡏޑғᄊکԾࡓޑ
ғࢲБԄǴхࡴ൨଼நߞ৲Ǵ१ࠔǴჹԾฅᕉნޑᜢݙǴаϷჹܭೀБᛰ
ޑᇡޕǶԶ Gould(1998)ᇡࣁ଼நཀ߄ঁΓޑЈ܈ϣӧރᄊǴхࡴ: ଼ந
ޑ܄Ǵ଼நޑԾǴ଼நୖޑᆶаϷ଼நޑԾךᅱෳǶMagnusson Γ
(2003;2001)ว଼நཀёаҔٰႣෳԖᐒ१ࠔޑᖼວཀӛǶᏱԖ଼நཀޑΓ
ܰԾ଼ޑيநୢᚒǴႽࢂݙཀ࣬ᜢ଼ޑநૻ৲ޕکǵᅱෳԾρ଼ޑநǵ
Չჴሞ଼ޑநՉǶ࣬ၨܭҾǴख़ຎޗᆶᕉნᚒޗޑҾǴځ
܌ගޑٮౢࠔ୍ܺ܈ӧϺฅᆶӼӄޑນݙࣁ׳ख़ǴӢԜҁࣴزϐගрଷᇥ:

ଷᇥϤǵ଼ޑޣநཀำࡋཇଯǴ߾ჹޗҾౢࠔޑ୍ܺ܈ᖼວ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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ᜫཇଯǶ
Ꮲ ޣAquino ᆶ Reed(2002)ᇡࣁၰቺԾךᇡӕҗޗᇡޕፕวԶٰǴࢂ
ࣁᅿޣჹܭԾךၰቺ፦ޑᇡޕǶ೭ኬޑᇡޕΨࢂঁΓჹܭԾيၰቺيҽ
ޑዴᇡ(ቚࠪ 2008)ǶDeirdreǵEdward ᆶ Ian (2010)ᇡࣁၰቺԾךᇡӕᡂࢂᅿ
ঁΓᇡࢌډޕ٣ᆶԾρᜢ߯ޑελำࡋǶԶၰቺགຫଯǴӧޗϦ۫ৎύ
ՉਔǴΨගϲᖼວ࣬ᜢౢࠔޑཀᜫ(Barnett, Cloke, Clarke ᆶ Malpass,
2005)Ƕӧ Barnett Γ(2005)زࣴޑύߡวǴޗϦౢࠔᖼວཀᜫᆶၰቺག
மࡋޣٿϐ໔Ԗ҅ӛᡉޑᜢᖄǴӵ݀ၰቺགଯޑޣΨКၨགྷѐວޗ
ϦౢࠔǶԶ Honkanen ᆶ OlsenȐ2006ȑΨวǴၰቺᐒёаှញჹܭԖ
ᐒၭౢࠔཀკǶӢԜҁࣴزፕଷᇥǺ

ଷᇥΎǵޑޣၰቺԾךᇡӕำࡋཇଯǴ߾ჹޗҾౢࠔޑ୍ܺ܈ᖼ
ວཀᜫཇଯǶ

ୖǵࣴزБݤ
ǵġࣴࢎزᄬ
ҁࣴܭ୷زॊЎǴஒᔠຎౢࠔǵޗǵᆶঁΓቫԛ࣬ᜢᡂኧǴჹޕܭ
॥ᓀǵჹޗҾᇡӕགаϷՉࣁཀკޑቹៜǴวཷࢎزࣴޑ܄ۺᄬǴӵΠ
კ 1 ܌Ң :

კ ཷࢎزࣴ܄ۺ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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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ǵġᡂኧᑽໆᆶୢڔी
ҁࣴޑزୢڔ௦ Likert ϖᗺЁࡋՉᑽໆǴୢڔीх֖ΟεϩǺቹៜӢ
નǵޣᄊࡋᆶՉࣁǵаϷ୷ҁၗǶځύǴౢࠔޑ܄ᑽໆЬाୖԵ Kotler
Ȑ1996ȑᆶ BarbaraǵWard ᆶ Lee ( 2000)ǴᏹբᑽໆҞ఼ᇂౢࠔࠔޑจຝǵ
ၗૻమධёܴǵሽӝǵаϷࠔ፦ؼӳǶੋΕำࡋ߾ਥᏵ Zaichkowsky (1985)
ᆶ Goldsmith ᆶ Emmert (1991)٩ࣴزჹຝԶ༾൯ፓǴх֖ 4 ᚒᚒǴٯӵǺ
த᎙᠐࣬ᜢൔᏤǵགډᑫ፪Ƕҁࣴز٠ਥᏵ Bhattacharya ᆶ Sen (2003)Զว
 4 ᚒޗҾᇡӕགޑᑽໆҞǴٯӵǺעԾρຎࣁ၀ޗҾޑҽηǴӕ
ਔќѦୖԵ Ajzen( 2002)٬Ҕ 4 ᚒЬᢀೕጄୢǴٯӵǺৎΓ/يᜐࡐ࣮ख़ޑΓᇡ
ࣁךᔈ၀ᖼວ၀ޗҾޑౢࠔǶӆޣǴޕ॥ᓀୢЬाୖԵ Wang Γ(2013)ǵ
Featherman ᆶ Pavlou (2003)ǵJacoby ᆶ KaplanȐ1972ȑǴӅว 10 ᚒᚒ఼
ᇂϖᜪޕ॥ᓀ(ٯӵǺᏼЈჹيᡏ଼நԋቹៜǵᖼວ၀ޗҾౢࠔੁ
ᒲ)Ƕᜢ଼ܭநཀޑᑽໆǴҁࣴୖ߯زԵ Chen(2011)Զ٬Ҕ 3 ᚒᚒǴٯӵǺ
ᒿਔඓඝ଼நǶӧၰቺԾךᇡӕޑᑽໆϩǴ߾ਥᏵ Tarkiainen & Sundqvist
(2009)Զ༼ 5 ᚒᚒǴٯӵǺݙཀޗϦᚒǵᖼວ࣬ᜢౢࠔᡣךགؼ
ӳǶᖼວཀᜫ 4 ᚒᑽໆୢ߾ྍԾ Ajzen( 2002)ǴхࡴǺᜫཀ၂ǵཀᖼວǶ

Οǵࣴزჹຝᆶܜኬ
ҁࣴزᒧٚϘ٣բࣁࣴزჹຝǴٚϘ٣வ 1998 ԃ໒ۈᔼǴࣁᅽඵ
იᡏޑཁЈ٣ޑဂǴӧӄѠчύࠄܿӚӦࣣԖᔼၮᏵᗺǴӧޗҾύي
ࣁϦബޑᐱҥҾࠠǶࣦᎩЬाӣ㎸ډȨཁЈԖᐒၭว୷ߎȩᆶȨᅽ
ඵЎ௲୷ߎȩڐշಔᙃԖΚໆѐ٬ڮǶٚϘബҥᆒઓ׆ఈૈᡣѠ೭༧β
ӦޑΓॺёаԖ଼நคሡᏼЈޑ१ғࢲǴӕਔΨޚངៈᕉნޑۺǶ
ځ፦಄ӝ۔Ԗࠢ(2007)ගрޑϦബޑᐱҥҾࠠޗҾǶୢڙڔෳჹຝ
ЬाхࡴȨԖ᠋ၸٚϘ٣ՠ҂ၸޑޣȩаϷȨԖ᠋ၸٚϘ٣ЪԖ
ၸޑޣȩǶҁࣴز௦ߡճܜኬݤǴٚϘ٣ӕཀࡕ۫ܭय़ѦǴ٠ܭ໒ܫ
ϦӅޜ໔ӵ:ڹѱǵԭϦљՉୢڔวܫǶᑔᒧմନคਏኬҁࡕǴӅीӣ
ԏԖਏୢ ڔ188 ҽǶ

စǵ่݀ϩ
ǵਏࡋǵߞࡋϩ
ਥᏵҁࣴزϐϣӧࠔ፦ኳԄᔠۓǴନΑޕ॥ᓀύޑౢࠔфૈ॥ᓀ 2 ᚒѦ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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ځдঁձᡉᡂኧჹᔈወӧᡂኧϐӢનॄໆ(Lambda-loading)ॶࣣε ܭ0.5Ǵё
ղۓҁࣴঁزձᡉᡂኧᆶወӧᡂኧϐ࣬ᜢࡋଯǴж߄ᡏୢڔෳໆࠔ፦٫(Hair
et al.,1992)Ƕࣁᆢᄬय़ֹޑ܄ǴӢԜϝߥ੮ౢࠔфૈ॥ᓀϐᚒǶԜѦǴҁ
ࣴزӕਔᔠෳӚወӧᡂኧϐಔԋߞࡋ(Composite Reliability; CR)Ǵ่݀ځளрӚ
ወӧᡂኧॶࡋߞޑϟ ܭ0.86ɴ0.95 ϐ໔Ǵᇻຬၸ Fornell ᆶ Larcker(1981)ϐࡌ
ॶ 0.6ǴϸࢀҁࣴزӚወӧᡂኧڀଯёߞࡋǶࣁᔠຎᡏኳԄϐԏᔙਏࡋ
(Convergent Validity)Ǵҁࣴزаѳ֡ᡂ౦(ڗ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ǹAVE)
ᢀϐǶҁࣴزӚወӧᡂኧϐ AVE ࣣε ܭ0.5 ϐྗॶ (Fornell ᆶ Larcker, 1981)Ǵ
ϟ ܭ0.56ɴ0.82 ϐ໔ǴࢂаղᘐӚᡉ܄ᡂኧჹᔈወӧᡂኧϐԏᔙਏࡋؼӳǴӚࡰ
ಒፎـΠ߄ 1Ƕ
߄ ߞਏࡋᔠۓ
ᄬय़ᆶᑽໆᡂኧ

Lambda
loadingsb

CRsc

AVEsd

ಔӝߞࡋ

ѳ֡ᡂ౦ڗ

0.86

0.61

0.94

0.79

0.90

0.69

0.86

0.68

0.90

0.64

ౢࠔ܄
ౢࠔࠔจຝؼӳ
Ңၗૻమධ
ሽӝ
ౢࠔࠔ፦ࡐӳ

0.79
0.76
0.73
0.83

Ьᢀ܄ೕጄ
ख़ຎޑΓᇡࣁךᔈ၀…
ৎΓᇡࣁךᔈ၀…
يᜐࡐ࣮ख़ޑΓӛ…
ᒃஏ϶ܻޑᇡࣁךᔈ၀…

0.91
0.91
0.87
0.86

ੋΕำࡋ
த᎙᠐࣬ᜢൔᏤ
தݙཀౢࠔૻ৲
ჹౢࠔགډᑫ፪
ޕၰޗҾᆶځдҾޑৡ౦

0.85
0.88
0.84
0.74

଼நཀ
ख़ຎ଼நރᄊ
ඓඝ଼ந
଼நޑғࢲБԄჹࡐךख़ा

0.80
0.88
0.80

ၰቺԾךᇡӕ
ݙཀޗϦ
ᖼວޗڀϦ܄፦ౢࠔ
ᖼວϦ܄፦ౢࠔᡣךགؼӳ
ࢂঁݙख़ޗϦޑΓ
ᜫཀࣁޗϦԶִڐғࢲࠠᄊ

0.67
0.79
0.80
0.91
0.8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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ޕ॥ᓀ
ᏼЈౢࠔਏ݀
ᏼЈౢࠔфૈคݤᅈىሡ
ᏼЈວྵډ౪ࠔ
ჹঁΓຝԋԌϩਏ݀
ᏼЈჹيᡏ଼நԖӒ্
ჹ଼நؒԖᔅշ
ၟޑךຝό಄
๏ךٰЈॄᏼ
ᏼЈᖼວόӊᆉ
ᏼЈᖼວੁᒲ

0.37
0.46
0.53
0.80
0.83
0.81
0.87
0.84
0.87
0.85

0.92

0.56

0.94

0.80

0.95

0.82

ޗҾᇡӕག
ځԋфႽࢂԾρޑԋф
གډЇаࣁᄪ
ள၀٣ࢂԖཀကޑ
עԾρ࣮ԋځύҽη

0.90
0.89
0.85
0.94

ᖼວཀᜫ
ᜫཀ၂
ཀᖼວ
ሡा௦ᖼਔᒧѐ၀۫ৎ
ъঁДϣѺᆉѐ၀۫ৎ

0.87
0.93
0.92
0.91

Note: a the lambda loadings here is the completely standardized solutions

(ς ο ) 2
b
(ς ο ) 2 . ς (τ )
CRɨComposite ReliabilityǴthe formula to calculate this index is
(ς ο2 )
AVE≅
c
(ς ο2 ) . ς (τ )
AVEɨAveraged Variamce ExtractedǴthe formula to calculate this index is
CR ≅

Βǵඔॊ܄ी
ԖਏኬҁύǴζ܄ኬҁଯ܄تܭኬҁ(73% vs. 27%)ǹԃសቫޑϩթ߾ၨࣁѳ
֡Ǵ21ɴ30 ྃǵ31ɴ40 ྃǵ41ɴ50 ྃǵ51ɴ60 ྃϩձӚ՞ٿԋΠǹԖϤԋޑ
ڙෳޣᏢᐕࣁεᏢаǶԖ 22%ޑΓёЍଛ܌ளύӧ 1 ϡаΠǴ1  ډ2
ϐ໔ޑ՞ऊ 19%Ǵ2  ډ3 ϐ໔ޑΨԖ 23%Ǵ3  ډ4 ϐ໔ޑԖ 15%Ƕᙍ
ձޑҽǴନΑځд՞ 21%ϐѦǴځᎩ٩(୍ܺࣁׇ16%)ǵᇙ(14%)ǵᏢ
ғ(13%)ǵৎᆅ(12%)ǵ௲ৣ(10%)ǶԜѦǴ೭ 188 ҽኬҁύǴԖஒ߈Ζԋڙޑ
ෳࢂޣමᖼວၸٚϘࠔޑޣǶ

ΟǵᡏኳԄଛࡋᔠۓ
ࣁዴᇡᡏኳԄϐଛࡋǴҁࣴزаΠӈࡰբࣁຑᘐচ߾Ǻ(1)ьБԾҗ
10

- 154 -

ࡋК(χ2 ratio)ǺҁࣴزϐьБԾҗࡋКࣁ 1.33Ǵ಄ӝλ ܭ3 ϐྗǴᡉҢჴሞ
ፕኳࠠᆶයఈॶৡຯλǴҭջж߄ኳࠠۓᆶၗϐ໔ࠨޑӝࡋ࣬གྷǶ(2)
ѳ֡ཷ՟ѳБᇤਥ߯ኧ(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ǹRMSEA)Ǻҁ
ࣴزϐ RMSEA ࣁ 0.042Ǵ಄ӝե ܭ0.05 ޑྗǶ(3)ࠨӝࡋࡰ(Goodness of Fit
IndexǹGFI)ࣁ 0.81Ǵե ܭ0.9 ϐᖏࣚྗॶ(Hu and Bentler, 1999)Ƕ(4)࣬ჹࠨӝ
ࡋࡰ (Comparative-Fit IndexǹCFI)ᆶቚॶଛࡋࡰ(Incremental Fit IndexǹIFI)
ࣣࣁ 0.99Ǵ࣬ௗ߈ 1Ǵж߄ኳԄଛࡋࣗ٫Ƕ(5)ූৡ֡Бਥࡰኧ(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ǹRMR)ϸࢀᡏኳࠠූޑৡǴ߾аե ܭ0.08 ࣁёௗڙጄൎǴ
ҁࣴزϐ RMR ࣁ 0.043Ǵж߄ኳԄଛࡋ٫Ƕ
ᡏԶᢀǴҁࣴزϐᡏኳԄଛࡋࡰύǴа GFI ॶ҂ၲྗǴՠ
Bentler ᆶ Yuan(1999)߾ᇡࣁᆕᢀځдଛࡋࡰӝЯྗϝୖڀԵሽॶǴԿܭ
ҁࣴزϐځдଛࡋࡰӵ GFIǵAGFI ᆶ RMRǵIFI ኧॶǴࣣ಄ӝᖏࣚॶ
ྗǴࢂаղᘐҁࣴࢎزᄬϐᡏኳԄଛࡋ٫Ƕ

Ѥǵၡ৩ᜢ߯ϐᔠۓ
ҁࣴزჴ่݀ᡉҢǴޕޑޣ॥ᓀϷޗҾᇡӕགჹܭౢࠔ୍ܺ܈
ޑᖼວཀᜫևᡉ࣬ᜢǴځၡ৩߯ኧϩձࣁ-0.29(t=-2.81)ᆶ 0.39(t=9.21)Ǵࢂаҁ
ࣴزଷᇥ H1 ᆶ H2 ֡ԋҥǴᡉҢޕ॥ᓀཇեǵჹޗҾᇡӕགཇଯǴ߾ᖼ
ວཀᜫΨཇଯǶӧౢࠔቫԛޑҽǴౢࠔޕ܄ཇ҅य़Ǵ߾ޕ॥ᓀΨཇ
եǴၡ৩߯ኧࣁ-0.57(t=-4.10)ǹЪౢࠔ܄ᆶޗҾᇡӕགև҅ӛ࣬ᜢǴၡ৩
߯ኧࣁ 0.40Ǵt ॶࣁ 3.26ǴԜ่݀Ѝࣴزଷᇥ H3a Ϸ H3bǶӧޗቫԛБय़Ǵ
ॺךᔠຎЬᢀ܄ೕጄϩձჹޕܭ॥ᓀᆶޗҾᇡӕགޑቹៜǴޣၡ৩߯ኧ
 0.06(t=1.29)ǴԶࡕޣၡ৩߯ኧࣁ 0.25Ǵt ॶ ܭ3.72 ၲᡉНྗǶඤѡ၉ᇥǴ
 H4b ᕇளीЍǶ
ӧঁΓቫԛޑҽǴҁࣴزϩ൩ੋΕำࡋǵ଼நཀǵаϷၰቺԾךᇡӕ
ՉଷᇥፕǹځύǴੋΕำࡋჹޕ॥ᓀޑቹៜ٠όӵЎፕǴځၡ৩߯ኧ
0.00(t=-0.03)ǴᡉҢ H5a όԋҥǶՠࢂੋΕำࡋዴჴ҅ӛᡉቹៜޗҾᇡ
ӕགȐၡ৩߯ኧɨ0.54Ǵt ॶࣁ 5.37ȑǴЍ H5bǶᗨฅҁࣴزፕ଼ޑޣ
நཀᏤठځჹ१ӼᜪࠠޗҾޑᖼວཀᜫǴՠ่ࣴ݀زวၡ৩߯ኧ
0.04(t=0.58)Ǵ҂ၲᡉНྗǴH6 όԋҥǶനࡕǴॺךวၰቺԾךᇡӕำࡋஒ
ޔௗቹៜޗҾౢࠔޑᖼວཀᜫǴ಄ӝЎፕ୷ᘵȐၡ৩߯ኧɨ0.36Ǵt=3.78ȑǴ
Ѝ H7 ϐፕॊǶӚଷᇥϐीᡍᆶኧॶ༼ӵ߄ 2 ܌Ң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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߄Β Ӛࣴزଷᇥϐၡ৩ᜢ߯
ଷᇥ
ྗϯ߯ኧ
-0.29**
H1Ǻޕ॥ᓀÆ ᖼວཀᜫ
0.39***
H2ǺޗҾᇡӕགÆ ᖼວཀᜫ
-0.57***
H3aǺౢࠔ܄Æ ޕ॥ᓀ
0.40**
H3bǺౢࠔ܄Æ ޗҾᇡӕག
0.06
H4aǺЬᢀ܄ೕጄÆ ޕ॥ᓀ
0.25***
H4bǺЬᢀ܄ೕጄÆ ޗҾᇡӕག
0.00
H5aǺੋΕำࡋÆ ޕ॥ᓀ
0.54***
H5bǺੋΕำࡋÆ ޗҾᇡӕག
0.04
H6Ǻ଼நཀÆ ᖼວཀᜫ
0.36***
H7ǺၰቺԾךᇡӕÆ ᖼວཀᜫ

tॶ
-2.81
9.21
-4.10
3.26
1.29
3.72
-0.03
5.37
0.58
3.78

่݀
Ѝ
Ѝ
Ѝ
Ѝ
όЍ
Ѝ
όЍ
Ѝ
όЍ
Ѝ

Ǻɀж߄ p<0.05; **ж߄ p<0.01; ***ж߄ p<0.001
ߕຏǺ

Ҵǵ่ፕᆶࡌ
ǵ่݀ፕᆶࣴزଅ
() ౢࠔቫԛϐቹៜǺౢࠔឦޑ܄ी
ҁ่ࣴ݀زวǴౢࠔ߯܄ౢࠔёޑ܄ख़ाૻ৲ٰྍϐǴၸౢࠔၗ
ૻϣޑమධևǵౢࠔࠔจǵሽǵࠔ፦य़ӛޑຑǴޣᙖаफ़ե،
ၸำύޕޑ॥ᓀǴ٠ԋჹޗҾޑᇡӕགǴவԶԖշܭගଯ៝࠼ჹޗҾ
ౢࠔޑ୍ܺ܈ᖼວཀᜫǶ၈ӵ Kotler (1998)ق܌ǴঁౢࠔӚԾڀԖόӕޑ
܄ǴࢂᅿڀഢᝡݾΚݓޑᏔǴԶౢࠔ܄ҁي൩ࢂࡰǴૈගϲࢂ܈फ़
եޣᕇளౢࠔޑਏҔǶٯӵǺࣁӢᔈ१ӼᆶᕉߥᚒԶғޗޑҾǴЬा
ߡࢂၸౢࠔޑচᇮǵమධྍٰޑᆶϣ఼ၗૻǴٰᔅշޣၢಥπ१Ўϯ
Π଼நᆶᕉნԦࢉޑόؼൻᕉǶҢϺฅǵԖᐒǵమཱޑԋҽᆶౢᎍቬᐕౢࠔ
ૻ৲Ǵૈफ़եޣჹܭғ॥ᓀǵфૈ॥ᓀǵаϷЈ॥ᓀޑόӼǴ٠Ъஒ೭
ኬޑౢࠔ܄ᆶޗҾࠔจೱ่ǶӆޣǴਥᏵૻဦፕǴౢࠔࠔจޕӜࡋ
ᆶຝၨ҅य़ਔǴటૈᇥܺޣౢࠔࠔ፦ޑёǴ٠फ़եወӧ॥ᓀǹӕਔΨཇ
ૈᇥܺߞ࣬ޣ၀ޗҾڀഢёૈΚǴаϷߥៈ៝࠼ޑёߞ܍ᒍǴӢ
ԶౢғᇡӕགǶӆޣǴᏱԖ҅य़ࠔจޕӜࡋޑౢࠔǴΨૈၸࠔจձ
ຝᇨวޑޣགೱ่ǴவԶ٬ޣᜫཀᆢᛠុޑ܄ᖼວՉࣁǶҁ่ࣴز
݀ҭڥᔈၸѐࣴزჹࠔܭจޑፕॊǴҭջࠔจӧޣ،ޑुڋၸำύǴ۳۳
תᄽӭख़فՅᐒڋǴӵЈቫय़ޑᖄགྷᆛ๎Ꮻǵޗቫय़ࠔޑจޗဂୖ܈Եဂ
ᡏǵаϷᔮቫय़ޑόዴۓ॥ᓀຑ(Erdem, Swait, & Valenzuela, 2006)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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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ޗቫԛޑቹៜǺЬᢀ܄ೕጄǵޗҾᇡӕགᆶ
ᖼວཀᜫ
ҁࣴزวǴޗҾᇡӕགࢂߦᖼວཀᜫޑ០ΚǶਥᏵޗᇡӕፕޑ
ᏢޣǴޗဂᡏᇡӕགޑౢғǴЬाЪനӃྍԾܭ၀ޗဂ܈ဂᡏ܌ගޑٮфૈ܄
ճǴҭջঁᡏᇡޕ၀ဂᡏૈᅈځىԋख़ाሡޑำࡋ(Dholakia et al., 2004;
Hogg & Abrams, 1988)Ƕ೭ᅿᇡӕགٰ߯ԾᚈБჹϕඁޑགǴߞ࣬ޣ
၀ޗҾૈჴ୍ܺޗᆶޑޣሽॶЬǴٯӵǺှ،дॺВதғࢲ१Ӽ
ᆶ଼நޑୢᚒǵߥምၭ϶ᛙۓӝޑൔၿǵϯჴ๓હ϶๓ᕉნǴᅱ࿎ჴ፬Ծ
ฅၭݤᆶԖᐒೕጄǴٗሶޣΨᜫཀаՉЍ၀ޗҾޑౢࠔ୍ܺ܈Ǵ
۶Ԝϕճϕ㎸ޑၸำύǴᇡӕགᒿϐౢғǴ٬ளޣᜫཀ࣬ߞдॺឦܭ၀ޗ
ሽॶ ჴޑҽηǴ٠ЪԖက୍ᆢᛠޗҾޑวᆶ( ុۯBressler &
Grantham, 2000)ǶඤقϐǴޗҾёаගঁٮΓᇡӕགޗޑሽॶǵዴۓ
ޣᆶ܈ޗဂᡏځдΓӅឦᡏǴ٠ᆶځд࣬՟ঁޑᡏၸჹ၉ྎ܈೯Զࡌҥଆ
ᜢೱ(܄Bressler & Grantham, 2000)Ƕ
ࣴࡰ่݀زрǴٰԾڬᎁख़ाୖԵဂᡏޗޑයఈᆶ០ΚǴஒቹៜޣჹ
ޗܭҾޑᇡӕགǶඤقϐǴيޣᜐޑৎΓܻ϶ǵޣ܈ख़ाޑཀـሦ
ᇡࣁޣᔈ၀ᖼວޗҾޑౢࠔ୍ܺ܈ǵჹޗܭҾ٬ڮᆶޗሽॶԖ܌
ڥᔈǴٗሶ൩׳ܰᆶޗҾࡌҥᜢೱ܄ǴᏉᆫᡏӅЪӅӕࣁ଼நǵࣁᕉ
ნǵࣁճ্ᜢ߯ΓബᔮϷޗሽॶǶځԛǴᗨฅࣴزଷᇥፕǴЬᢀ܄ೕጄ
Ψफ़եޕޑޣ॥ᓀǴՠࢂჴ่݀٠҂ᕇளፕॊЍǶёૈޑচӢǴ
ҁࣴزᇡࣁЬᢀ܄ೕጄޑቹៜԖёૈЬाӧܭቹៜޕޗ॥ᓀ೭ᄬय़ǴฅԶ
ޕ॥ᓀۘх֖фૈ॥ᓀǵғ॥ᓀǵЈ॥ᓀǵаϷߎᒲ॥ᓀǴӢԜᡏᄬय़
ΠǴၡ৩ޑቹៜёૈӢԜᡂளόᡉǶ

(Ο)ঁΓቫԛޑቹៜǺੋΕำࡋǵ଼நཀǵၰቺԾךᇡӕ
၈ӵЎ܌ॊǴੋΕำࡋཀࡰޣჹౢࠔߥᆶᑫ፪ރޑᄊǴԖ
ૈΚೀѦૻ৲Ǵ٠ڀഢၨଯำࡋޑౢࠔǵ୍ܺǵࠔจǵ୍ܺ܈ග࣬ޣٮᜢޕ
ǶҁࣴزᗨฅᇡࣁੋޑޣΕำࡋૈᔅշдॺफ़ե،ۓڋᆶၸำёૈ
ౢғޑ॥ᓀǴՠࢂჴ่݀ࠅᡉҢޣٿᜢ߯όᡉǴᆶଷᇥፕॊό಄ǶځزӢǴ
२Ӄҁࣴزෳёૈᆶ܌ॺך௦ҔੋޑΕᄬय़࣬ᜢǶҁࣴز௦ҔޑᑽໆҞεӭ
ଞჹޗҾǴҭջޣჹ၀ޗҾԶߚ܌ځගޑٮౢࠔޑ୍ܺ܈ΑှำࡋǶ
ӆޣǴੋΕำࡋޑቹៜΨёૈࢂၸᆶځдᡂኧҬϕբҔԶౢғǴ҂Ѹࢂޔௗ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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ៜਏ݀ǴฅԶ೭٤ፕᆶᖆෳۘࡑࡕុࣴزޑᙶమᆶᔠຎǶᏃᆅӵԜǴ
ੋΕำࡋჹޗҾᇡӕགևᡉ҅ӛቹៜǴԜ่݀ᆶЎϷҁࣴزፕठǶ
ҭջǴޣཇΑှޗҾޑ٬ڮᜫඳǵሽॶᢀǵᔼၮǵჹޣ१ӼϷ଼
நሡޑଅӚБय़ၗૻǴ߾ޣཇԖёૈᆶ၀ޗҾౢғӅሳϷೱ่Ƕ
ӵӕޗҬඤፕϐϕඁᢀᗺ(Bressler ᆶ Grantham, 2000)Ǵࢌიᡏ܈ಔᙃ
ૈᅈىԋ܈ޑޣሡǴޣᅌჹ၀ಔᙃౢғᖄᛠǴԋᇡӕགϷᘜ
ឦགǶ
ӆޣǴҁࣴزวǴᗨฅ߈ԃٰޣӢВதғࢲкѾӚᅿॄय़ཥᆪԶᇨว
଼நཀǴ࣮՟ԖշܭගଯޗҾᖺڗճዎǴՠ٣ჴǴ଼நཀ٠คݤ
ޔௗቹៜޣՉࣁቫय़ޑϸᔈǴჹޗܭҾౢࠔޑ୍ܺ܈ᖼວཀᜫϝલЮ
ΚǶుځزӢǴॺךᇡࣁவ଼நཀाᙯϯԋჴሞޑᖼວཀᜫࣗԿՉǴёૈ
ۘሡाځдნӢનޑϯᏊǶᖐٯԶقǴջ٬ڀޣഢ଼நཀǴՠΨග
଼ٮந१ޑຬѱ܈ᓓޑ೯ၡթᗺ٠όӭǴࣗԿόࣁޕ܌ޣǴޣ۳۳
ࣁΑߡճ܈܄ਔ໔ԋҁԶִڐǶԜѦǴޣёૈڀഢ଼நཀՠࠅલЮౢࠔޕ
ǴऩલЮࢌ٤மԶԖΚڬޑᜐጕڐշдॺՉ،ຑǴ߾ёૈᏤठౢࠔ
ᒧ֚ޑᜤǴவԶफ़եΑᖼວཀᜫǶӕኬӦǴ೭٤ԋόᡉޑёૈፕϝ
ԖࡑޑჴᙶమǶ
ӧၰቺԾךᇡӕޑҽǴीኧᏵ่݀Ѝҁࣴޑزଷᇥፕ٠ᆶЎ࣬ڥ
ᔈǶڀޣഢၨଯޑၰቺགਔǴ߾ᜫཀ۳ᆶޗϦሽॶठ۫ޑৎ
ȐBarnett ΓǴ2005ȑǶ೭ᅿрܭԾךϣӧᐒޑϸᔈǴஒ҅य़ЪԖΚޑ
ޣပჴၰቺက୍ՉࣁǶ

Βǵჴ୍ཀ఼
ޗҾமፓаബཥޑኳԄǴගٮᆶޗሽॶǴफ़ե܈ှ،ޗୢ
ᚒޑፂᔐǶҁࣴزவౢࠔቫԛǵޗቫԛǵаϷঁΓቫԛޑᢀᗺǴ୷ૻܭဦፕǵ
ीฝՉࣁፕǵаϷᇡӕག࣬ᜢፕǴቹៜޣᖼວޗҾౢࠔ୍ܺ܈
ޑӢનǴයૈගٮჴ୍ᔼࡌୖଜǶ
२ӃǴౢࠔޑ୍ܺ܈ҁ፦ϣ఼ǴࢂޗҾගٮബཥሽॶޔޑௗᆅၰǶ൩१
Ӽ଼நϷᕉߥ࣬ᜢޗޑҾᜪࠠԶقǴޣѸዴᇡౢࠔவෞǵύ໔ډΠ
ෞޑᡏٮᔈၸำࠔޑ፦Ǵ٠ၸౢࠔڬᜐӚᅿጕޑीගٮ๏ޣǶٯ
ӵǺQR Code ၌మධ၁ಒޑౢᎍቬᐕǵೡ୧ࠔڀจޕӜࡋޑౢࠔǵࣁౢࠔࡌᄬ
ࠔจዕࡋǵևܴޑሽၗૻǴаफ़եޑޣཛྷ൨Кၨԋҁᆶޕ॥ᓀ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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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ࠔޑ܄ीǴҭԖշܭமϯޗҾᆶ៝࠼ϐ໔ޑೱ่Ƕ
ӆޣǴӵՖၸୖԵဂᡏٰቹៜޣǴஒࢂޗҾሡวޑՉᎍౣ
ᚒǶԖ٤ౢࠔᆶ୍ܺޑڀԖᆛၡѦ܄ਏ݀ǴڬޣᎁୖޑԵဂᡏཇӭ
Γ٬ҔਔǴ۳۳Ψૈߦ٬ޣᜫཀ၂ǶӧՉᎍሦୱǴ࣬ᜢޑբࡐݤӭǴ
хࡴᆛၡޗဂࡌޑҥᆶϩ٦ǵޗဂ൞ᡏޑαᘉණǵගٮ٬Ҕ܈ޣޣᇨӢǴ
٬ځᜫཀЬᙚيᜐڬᎁޑΓѐᖼວ…Ƕ׳ख़ाࢂޑǴޗයఈ۳۳ࢂ
୷ܭۓЎϯ܈ᖿ༈ԶғǴӢԜӵՖၮҔޗဂ൞ᡏ่ӝϣᇙբᆶဂᡏЎϯǴ
ΨࢂޗҾёԵቾޑᏯౣǶٯӵǺChipotle Mexican Grill ೭ৎϦљǴᔈ
π१ӒᐒཀࠠᄊޑᑫଆǴीኧϩដޑฝࡺ٣อТǴឍॊԖᐒહբǵܫ
ށǵ҉ុᔼᆶۑཥᗲ१λԛЎϯǴ٠ၲҾటՉޑ٬ڮᆶਡЈᆒ
ઓǴόӧอਔ໔ϣಕᑈຬଯᗺ᎙ǵฝอТΨளډቶ࣬ᜢዛǴࢂ׳ബ
рࠔจޕޑӜࡋᆶ҅य़ຝǶ೭ኬޑբݤΨૈϭଆޑޣᑫ፪ǴᡣдॺགྷाΑ
ှ׳ӭ࣬ᜢૻޑ৲ǴѿੋޑޣΕำࡋගଯǴٗሶ൩ёૈࣁޗҾബ׳
ଯޑᔮሽॶǶ
ନԜϐѦǴᗨฅၰቺԾךᇡӕำࡋ೯தྍԾঁܭΓၸѐ௲ޑػಕᑈǵϣӧޑ
ᐒǴΨอයϣၨόܰၸ࠹БԄٰׯᡂǴՠࢂޗҾ܈ࢂёаၸཀ
ࠠᄊࡌᄬޑെଆȐٯӵǺаϣᆶЎϯࣁᏤӛԶीᇙբޑԖ፪อТȑǴаϷ
ӚᅿᇶշᐒٰڋЇᏤޣஒၰቺᆶޗཀကᙯඤࣁჴሞޑᖼວՉࣁǶᖐٰٯᇥǴ
Rolfe Larson ޗҾ៝ୢϦљޑബᒤΓ Rolfe Larson ൩මीී appǴᛥӈӄ
ШࣚঁࠤѱޗޑҾৎǴхࡴεᓓǵᓓ۫ǵڜଢ଼۫ǵऍπ᛬ࠔ۫ϷځѬ
ᜪձǴ೭ී app ֹޑࡋΨһᒘ٬Ҕޣӣ㎸ᆶӣൔ׳ӭၗૻǴЬाҞࣁࢂޑΑ
ᔅշڀԖޗཀޑޣǴߦ٬׳ӭ៝࠼ޗډҾǵϦѳຩܰ۫ǵᆘՅᓓ
ޑϦљǶ೭ঁ app ၗӢ٬Ҕޑޣӣ㎸ԶុԋߏύǴ٬ҔޣΨёၸ
Ѭٰ၌٤ᆶޗҾǵౢࠔǵ܈Ϧѳຩܰ࣬ᜢޕޑǶջ٬଼நཀჹޗ
Ҿౢࠔޑ୍ܺ܈ᖼວཀᜫ٠ؒԖޔௗቹៜǴՠࢂ܈ၸ೭٤БԄफ़եޣ
ޑ،ԋҁǵගଯჹޗҾޑᇡӕǴᡣޗҾૈԖᐒעޣወӧ଼ޑந
ϷޗȨཀȩᙯϯࣁჴሞޑȨՉȩǶ

Οǵࣴزज़ڋᆶ҂ٰࣴࡌز
()ᘉεࣴ҆زᡏᆶࣴزჹຝ
ҁࣴڙزज़ܭਔ໔ᆶΓΚၗྍϐόىǴҞଞჹѠύѱٚϘߐѱߕ߈ޑ
ޣՉߡճܜኬޑୢڔፓǶՠࢂόӕӦޣჹޗܭҾౢࠔޕޑ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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ᄊࡋёૈόӕǴӢԜ҂ٰёܗଛӝࠄчޣғࢲࠠᄊᆶဂ፦ϐό
ӕǴᔠຎޗҾ҂ٰϐՉᎍᔼౣᆶթֽǶ
ӆޣǴҁࣴزᒧزࣴޑჹຝࣁٚϘǴ၀ޗҾޑᜪࠠ߯ଞჹ१ӼୢᚒԶ
ݙวޑኳԄǶฅԶޗҾޑᜪࠠӭǵ܌ග܄ޗޑٮϷᕉნҞሽ
ॶόӕǴ׳ӢӚӦЎϯᐕўङඳৡ౦ԶวрόӕޑᔼၮኳԄǴӢԜ҂ٰऩૈ
ᘉޗҾᜪࠠǴஒࣴࢎزᄬቶࡋϷుࡋۯޑ՜ᔠຎǴפрޗۓҾᜪ
ࠠޑᜢᗖቹៜӢનǴ߾ᔈૈ׳ΑှޣჹޗҾޑᄊࡋᆶᖼວՉࣁǴவԶவ
៝࠼ᏤӛࡋفޑǴගޗٮҾബ׳ޣᆒዴޑჴ୍ཀ఼ǶԶՉၠޗҾᜪ
ࠠޑКၨǴΨૈӆࡋਡҁࣴزϐࢎᄬኳࠠǶ

(Β)Եໆځдࣴزᡂኧ
ᗨฅҁࣴزᆕӝౢࠔቫԛǵঁΓቫԛǵᆶޗቫԛޑᢀᗺǴวᡏཷۺ
ࢎزࣴޑ܄ᄬǴՠࢂϝԖӭ҂ഖϐೀԖࡑ҂ٰࣴزᝩុፕǶᖐٰٯᇥǴਥᏵ
ELM(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ኳࠠࡰрޣௗډѦӧૻ৲ਔǴ
٩ૻ৲ϣǵঁΓ፦ϷѦӧნӢનǴ๏ϒόӕૻޑ৲ೀၸำ(Petty,
Cacioppo and Schumann, 1983)ǶӢԜੋޣΕำࡋၨଯǴ٠ЪᏱԖၨᙦޑ
࣬ᜢޕਔǴ߾ёૈ٩ൻύѧၡ৩Ǵຑ॥ᓀᆶёߞ܄ǹϸᢀǴੋޣΕ
ำࡋեЪᏱԖၨϿ࣬ޑᜢޕਔǴࡐёૈКၨܰڙѦӧნჹܭᆣޑᇨวቹ
ៜǴԶ،ځۓჹޗҾޑᄊࡋᆶՉࣁǶฅԶԖᜢགϷѦӧნӢનޑቹៜǴ
ҁࣴࢎزᄬ٠҂ۯڬԵໆǶ
ԜѦǴԖ٤ޗҾ܌ගޑٮౢࠔ୍ܺ܈Ǵڀഢ៝࠼ឦޑ܄፦ǹඤقϐǴ
ࢂଞჹޑۓҞဂ܌วрޑബཥࠠᄊǴவޣ౦፦ٰ࣮ࡋفޑ܄Ǵ
ۓ࠼៝ۓဂޑሡόӕǴቹៜдॺᄊࡋᆶՉࣁޑᡂኧΨԖৡ౦ǴԜҽё
ૈᗋଞჹӚձޗҾᜪࠠՉ׳ӭ፦زࣴޑ܄Ƕ

(Ο)ᄊਔᗺϐࣴز
ҁࣴزឦܭᐉᘐय़زࣴޑǴଞჹۓਔᗺՉፓǴԶ҂Եໆᡂኧᜢ߯ᒿ
ਔ໔ёૈౢғޑᡂϯǶӆޣǴᇡӕགࢂᅿᄊԋޑၸำǴԖᒘߏܭයᜢ߯
ࠔ፦ޑϕǴӢԜࡌࡕុࣴزёஒਔ໔ᄬय़ߏǴՉᕵᘐय़ޑওǴ٠ஒځ
่ࣴ݀زᆶᐉᘐय़уаჹྣКၨ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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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購買意向之研究：以里仁事業為例
與談人: 逢甲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張寶蓉 教授

此篇研究從消費者角度出發，探討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購買態度與
行為，在研究取向上具有其獨特性，相當值得肯定。文章從理論、假設推
論、至問卷蒐集與分析，皆十分完整，可讀性高。然而，針對文章內容有
些疑問與釐清之處，提出幾點討論:

1. 在理論視角上， 首先研究者應解釋為何將產品、社會、個人，三層次
放在一起討論。三者的關聯性與連結性為何? 不同理論、層次之間，
是否具有不可共量性?
2. 在社會層次上，在本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具體構念(constructs)為何?
此概念除了緒論提到外，內容中對應何者概念或假設，需再進行解釋。
3. 「社會企業認同感」與「認同感」，是否有差異? 亦即，本篇若把「社
會企業」去除，在理論基礎與論述上是否有差異? 研究者可針對理論
上的貢獻，爾或是對在不同實證場域上做出貢獻，提出更具體說明。
4. 在 p.21 中，作者提及「產品特性」與「品牌」，兩者在理論上有何關
聯與差異性? 舉例而言，消費者購買此商品，究竟是因為對此"品牌"
的信任，而對其"產品/服務"產生信任；或是直接對"產品"產生信任(例
如: 有吉園圃標章)? 研究者可以針對兩者，有更細緻的區別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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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購買意向之研究：以里仁事業為例
與談人: NPO Channel 公益平台 張幼霖 執行長
張幼霖,社會網絡公司創辦人、前喜憨兒基金會行銷總監,在 PO 與 NPO 各有十年
以上資歷的跨界經理人。
社會網絡公司（Social Network）成立於 2011 年,目前有二個計畫「NPOchannel
公益計畫」
、
「Sometimes 誠食計畫」,目前是台灣的社會企業,同時也是台灣第五家
取得「B型企業」（B Corp）認證,其中「NPOchannel公益平台」在2015年11月,獲得
世界設計獎 GOOD DESIGN 2015 AWARD 的肯定。
這是一個「價值」的年代,需要用「設計」x「商業」x「社會」來組成,這也是「社
會企業」
、
「B Corp」發展共同的趨勢,除了解決「社會問題」外,更進一步需要「走
進社會」,以下就我過去的經驗中,分享二個不同的案例,看看他們是如何「走進社
會」、「跟社會對話」…到成為「社會的一部分」。
從「喜憨兒」經驗來看
什麼是喜憨兒？你從哪個時候開始知道「喜憨兒」？你第一次吃到「喜憨兒」產品？
「喜憨兒」賣什麼？
從 1995 年成立後,共經歷了幾個成長階段：
一、1995-1996「尋找主題」階段。
二、1997-2000「模式建立」階段。
三、2001-2004「營運調整」階段。
四、2005-2008「走進社會」階段。
五、2009-2012「參與社會」階段。
從「NPOchannel」經驗來看
我們有一個合作夥伴「鮮乳坊」小農鮮乳,生為大動物醫師的龔建嘉,面對食安、
酪農等問題,試圖發起一場白色革命,來看看「鮮乳坊」的發展歷程：

一、2014 年 8 月食安事件頻傳,同時阿嘉也思考著可以如何改變？一方面篩選合
作酪農、另一方面討論合作的模式。

--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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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4 年 11 月架起了網站與 FB 粉絲專頁,開始宣傳理念。
三、2015 年 1 月啟動「第一次群眾募資」
（第一個牧場「世豐牧場」,目標 100萬,
三天就達成）。
四、2015 年 3 月結束「第一次群眾募資」
（總計4,994人參與、募得 6,089,438元）
五、2015 年 5 月正式出貨。
六、2016 年 4 月與 NPOchannel 共同合作發展「鮮奶凍捲」。
七、2016 年 5 月啟動「第二次群眾募資」
（第二個牧場「嘉明牧場」,目標 400 萬）
八、2016 年 6 月（6/18）（總計 2,394 人參與、約募得 4,4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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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四： 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購買意向之研究：
以里仁事業為例 Q&A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于躍門董事長
感謝兩位與談人的與談，在開放 call in 之前，兩位與談人對江教授有一
些建議，我們先請江教授花 1~2 分鐘來進行回應。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江宜芳教授
謝謝兩位與談人非常精采的討論與建議，首先張寶蓉教授提到文章中三個
層次，產品層次、個人層次、社會層次，為何是這三個層次，三者有何關聯?在
進行這篇研究之前，一開始有請學生進行購買社會企業的產品消費者進行訪談，
並在文獻中想對應的變數進行整理，所以衍生出這三個層次的出現。
第二部分，產品層次有關品牌的部分，主要是從產品品牌，而不是從通路
品牌，因為架構發展過程中，有一個中介變數社會企業認同感，當消費者發展出
社會企業認同感，例如說消費者與社會企業使命及價值觀有所連結、呼應的時
候，這個過程中就會發展出一種品牌信任，所以我們這邊才會聚焦在產品品牌的
部分。
另外，有關張幼霖執行長所提到的一些內容，其實我自己也非常好奇由 0
到 1 的過程，到底是如何發展起來的?曾經我在和研究生討論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想過是不是應該去做一些質性的研究，找一些社會企業的實際案例來作深
入的討論，剛好我個人社會網路不是那麼發達，以後就要麻煩張幼霖執行長來幫
忙引薦，我們可以從質性的研究來看看發生哪方面的質變?
最後，我也非常同意張幼霖執行長有關消費者的確是非理性的，所以在這
篇文章的最後，研究限制的部分我有提到這一點，非常多的情境因素，還有情感
因素的影響會改變消費者的購買行為，不如我們原先所預期的，這一點或許在後
續的研究可以來作釐清。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于躍門董事長
謝謝江教授的回應，我在想我們現在時間有限，就依照大會的規定，我們
開放 CALL IN，每位發言以 2 分鐘為原則。

綠活設計勞動合作社潘偉華理事主席
今天這個江助理教授的報告及研究很聚焦，今天我們在國際合作社節慶祝
大會，但是我對於社會企業有 2 個問題，我是主婦聯盟的社員，也是綠活設計勞
動合作社理事主席，我想于老師及梁玲菁老師你們對我的教導，有一次在 2002
年有一個研究案的結論報告，受了兩位影響，我創了 6 個微型企業，我從主婦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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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基金會，及自然步道協會，我了解一件事，其實合作社與台灣相契合，都是小
而美，合作社是台灣社會穩定的力量，身為合作人這麼多年，受到兩位老師的影
響非常深遠，今天早上在龍潭，主婦聯盟舉辦合作找幸福，下午就來到這裡。對
於社會企業，雖然這篇文章雖然很聚焦但是我想請問消費者是不理性的，但是我
們創業者是不能不理性的，所以我想請問到底甚麼是社會企業?大家對於社會企
業是不清楚的，所以這部份大家是不理性的，我們在做研究時，資訊很容易，上
網去查，定義應該要很清楚，另外，里仁是自己去定義自己是社會企業，還是研
究者認為它是社會企業?這個很重要，因為文章中最後一句話，社會企業重點是
解決了甚麼問題，今天里仁它創始的目的是甚麼?他是公司，還是甚麼?他原來要
解決甚麼問題，他今天解決了嗎?我也查了一些社會企業的定義，社會企業的根
源，如果是從歐洲就是合作社，它就是 100%的社會企業，如果是美國那就是慈
善企業，我們今天要從商業來解決社會問題，我查過加拿大、美國、歐洲、英國，
他們的所有社會企業都有年報，我今年的社會企業對於我創業的目的，解決了甚
麼問題?另外就是對於財務報表的公開透明。剛剛有提到尤努斯，2002 年時，我
下定決心要做合作人，一定是作合作社事業，尤努斯的企業剛開始的時侯，財務
報表是公開的，但是這幾年都看不到公開的財務報表，這點令人很質疑，假若社
會企業可以將財務報表公開，就已經非常接近合作社了!當然，剛剛梁老師所說
的，對於合作社的盈餘分配，及合作社運動是一個民主運動，這是台灣最缺乏的。
所以我主要是兩個問題，第一個是里仁對自己的定義是甚麼?另外台灣未來在定
義社會企業的時候，對於社會企業有哪一些的規範?謝謝!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于躍門董事長
謝謝理事長的指教，理事長很用功，平常也念了很多書，也發表了很多文
章，在合作報導有一篇文章，裡面用了幾個圖型表示，我平常在外面演講的時候
也會引用，也會看財務報表，可見比我們教授還要努力，我想我們是不是全部發
言完後再一起回答。開放第二位，黃理事長，請!

臺灣區機關勞務勞動合作社黃銘鐘理事主席
我是臺灣區機關勞務勞動合作社，其實我跟里仁的淵源很深，也跟日昌法
師一起吃過飯，日昌法師在生時的志業是有機與環保，是他終生的志業，里仁的
事業是跟宗教信仰教很密切的關係相關，他的宗旨是傳遞密宗的廣論，所以福智
文教基金會，現在在雲林麻園的一塊地，我曾經幫忙過，就是他跟台糖租的一塊
地，有 50 公頃，目前作一個完全學校從小學到大學。
它很多信徒，每個里仁事業的樓上都有一個教室，他是一個社會企業，里
仁的董事長本來也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他寧願犧牲自己來財務支援有機及環
保的志工，支援有機農場。有很多感化的故事，有黑道的背景也被他感動，去做
有機茶葉農園，在大陸及雲林也發展了很多有機茶園，所以里仁不是合作事業，
偏向有機的事業，它的成本也非常高，我的了解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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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于躍門董事長
我們今天下午都是社會企業，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我們請 3 位來作個回應。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江宜芳教授
首先社會企業的定義現在的確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是因為個個地區發
展社會企業的歷史及環境不一樣，所以發展出很多不同的形態，就如各位先進所
提，最具代表性的社會企業是合作社，在美國，社會企業是由非營利組織而來。
至於里仁企業是如何定義自己為社會企業的這個部分，其實當初會以里仁企業為
例，是當初剛進逢甲大學的時候，汪浩老師曾經推薦我一個有個社會企業的網站
~社企流，讓我可以接觸更多實務案例，社企流網站中有羅列有關台灣他們認定
為社會企業的組織及單位，里仁是其中一個。第二，里仁在自己網站上所揭露想
解決的問題是甚麼?主要是支持在地生產的農友、幫助本土農業、希望可以建立
起農友、廠商、消費者之間的橋樑，推動有機、減碳、保育的社會實踐，所以我
才將里仁最為本次研究的案例。

逢甲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張寶蓉 教授
各位先進大家好，針對剛剛第一個問題，這個也是困擾大家很久，因為現在
一般企業作一點公益，也會宣稱自己是社會企業，所以現在應該問的是到底甚麼
企業不是社會企業?這可能是大家要去思考的，不過如果從法源上，或是台灣政
府支持的角度，2014 年被認為是社企元年。比較廣義的來看，普遍認為只要把
解決社會問題納入營業目的中，都可以稱為社會企業。比較狹義來看，經濟部有
在推這樣的法案，企業在年底時將 30%的盈餘作為社會企業解決問題的使用，非
作為其他用途，所以以比較寬鬆的角度來看，其實像合作社，只要你認為你有在
解決某一部分的社會問題，你就可以稱作是社會企業。但是如以狹義角度來看，
就必須遵循目前法律的規定，我也是非常佩服剛剛幾位前輩在合作事業上的努
力，非常謝謝!

NPO Channel 公益平台 張幼霖 執行長
我想不管是里仁或是主婦聯盟都是很欽佩的，真的是在執行解決社會問題的
組織，不過，最近在 FB，我看到朋友 PO 了一篇文章很有趣，他說現在只要是不
賺錢的企業都叫社會企業。雖然我在台灣一直在推動社會企業，但我真的覺得這
些都不重要，重點是你解決甚麼問題?你想作就去作，有些改變就好了，我們應
該對所有願意付出努力改變的夥伴給予掌聲及鼓勵，這是我在創新圈的一點點心
得。另外回應剛剛長官所提的，培鈞(天空的院子)，我永遠相信一件事情，其實
所有的安排都是最好的安排，其實培鈞當下走 FlyingV，FlyingV 眾籌可以籌到
第一桶金，那他又能走多久，如果他沒有經過內化的養分過程，無法淬鍊出真正
解決問題的能力，他可能是一時媒體的寵兒，但是我很期待這些拿到社會力量的

- 171 -

人，他可以去反思他解決了甚麼社會問題，時間會給一些證明，那培鈞他一直都
是當我創業很沮喪時，一個鼓勵的人，我覺得說他有用不完的熱情，我想任何想
要作解決社會問題的人，我們都鼓勵大家跟我們一起努力。最後我要回應，未來
合作社可不可以發展眾籌，我香姊的一部分是，當各位從合作社的社社員去集
資，跟現在國外很多公益平台集資很類似，但是現在已經進化有新的路徑出來
了，像 FlyingV、嘖嘖、國外的 KINGSTAR 的資金來源及籌措，甚至在群募裡有
不回饋型或產品回饋型，甚至股權回饋型，他都在走一個新的模式，其實我完全
認同所有依企誒都是從合作作出發，不管他從甚麼概念，所以各位我們可能要再
努力一點，找出通過下一哩路的方法，謝謝!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于躍門董事長
最後，首先，感謝大會安排這次研討會，特別是對於社會企業研究有深入的
探討，而且準備得非常充分。第二，社會企業我們研究很多，但是定義很少，可
是各位你們知不知道，社會企業這四個字在台灣有沒有入法?我告訴你，是有入
法的，我們有一個對合作事業非常投入的長官~陳佳容專門委員，在我們的儲蓄
互助社法理面，有一個合作型的社會企業，這四個字已進入法規裡，但是如何定
義目前還沒有。今天非常感謝，我們也超過一點時間，預祝各位身體健康、精神
愉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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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第 94 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綜 合 座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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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
內政部陳佳容專門委員
這個時間是大家的，我是不是趕快把時間釋放給大家，首先我想也非常感
謝大家能撐到支持到最後一刻，我想非常重要一年一度的合作事業研討會，我想
就這個時間今天的議題也相當的精采，剛剛因為時間的關係有很多都沒有辦法暢
所欲言的，但是我想在這個時間是大家的時間，也希望能掌握在一個人發言不超
過 2 分鐘，我想把這個時間都釋放給大家，那我是不是就把這時間交還給大家，
不管是合作的夥伴、或者是我們關心社會企業、關心合作事業發展的夥伴，我們
想就這樣的整體的議題都可以提出來。通常的經驗都是第一個很難舉手，但是後
面的一直再舉手就沒有時間了。
來，秀嬌!

主婦聯盟消費合作社許秀嬌理事主席
我要就是說在臺灣的合作事業都滿辛苦的，最主要的就是說政府的資源一
直給合作社的太少了，那我們也很憂心現在合作事業的主管機關、未來的現在的
人才一個一個退休是我們很憂心的，那我們的目前的政府部門的官員對合作事業
並不是那麼得清楚，那我們怎麼樣透過大家在座的我們合作界的力量能夠要求政
府能夠釋放更多的資源，讓人員編制也能夠更齊全，這個部分請教在上面的幾個
專家學者，怎麼透過合作我們對合作事業有一些期待跟希望的，那一起努力跟政
府要一些資源，能夠把合作事業推得讓更多人了解?

內政部陳佳容專門委員
謝謝秀嬌，我們蒐集三個問題來一起回答。來，于主任。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于躍門董事長
首先感謝政府還有台北大學辦這次的研討會，研討會的舉辦如果算下來的
話，大概 20 多個年次，大概從第 77 屆開始在逢甲大學舉辦一直到現在，可以看
到每一年至少有 4 篇文章，而這四篇文章出來了之後對合作事業都有一定的貢
獻，所以臺北大學和逢甲大學都很積極的投入這個研討會，這個研討會引領的過
程，總是有幾個靈魂人物，譬如說我們在座的孫老師，他對於合作界的貢獻、特
別是合作學術界的貢獻都是有目共睹的，既然我們花了這麼多時間、這麼多金
錢、這麼多資源放進去，我們也看到我們在憲法裡面不管是從第十章從 109 條到
111 條以及 145 條都把合作事業列為國家的政策、基本的政策，同時也是劃分的
縣市的依據藍圖。
進入到千禧年之後，聯合國開始呼籲世界各國可不可以在政府跟民間的夥
伴關係的基礎之上，能夠為合作事業建構支持性的環境，所謂支持性的環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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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好的就是加拿大魁北克省，他建立起了合作的支持性生態系統，我們回過頭
來看一看自己國家，所以我剛才呼籲，的確，如果要來創造一個支持性的環境，
首要政府一定要強，如果政府軟弱的話、政府不強的話，支持性的環境很難建立
起來，政府要強跟不強，可以從下面數據中看出來，在精省的 87 年 9 月份精省
的那一天開始，原來臺灣省合作事業管理處，合作行政人員是 111 人，但是到了
今天，各位在座的前輩，預計八月這個時候我們合作行政人員全國只有 5 個人，
各位，支持性的環境怎麼能夠支持呢?不可能被支持住，所以，在別的國家、在
聯合國、在國際勞工組織、在國際 ICA 國際合作聯盟，大家都共同呼籲的時候，
我們行政人員做起來非常痛苦。我非常的敬佩佳容科長，她在這麼艱困的環境裡
面，104 年帶領合作界，與當時合作界的理事主席，就在立法院，硬著希望立法
院要來通過，每一天打電話到立法院的辦公室裡面，盯著他要把這個法案通過。
而法案通過，在我個人的預估，是臺灣未來的十年，合作事業都已經夠用，所以
佳容在對合作事業方面行政的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所以今天我們是不是可以呼
籲政府對合作行政多加重視，如果要多加重視合作行政的話，有幾個可以提出來
的地方。第一個提出來的就是合作行政人員，未來如果要補人進來的時候，盼望
跟以往一樣，能夠有合作的精神、合作的信念、合作的理念，而不是說隨隨便便
進來、隨隨便便的出去，要有信念感，要有理念感，他才會積極參與合作的事業。
第二，在合作行政理面，以及整個政府機構的運轉，科長階級是非常重要的，因
為科長他是承上啟下，他是能夠總攬整個實際上的業務，跟上面來反映，也可以
把上面的這個意見給貫穿下來，換句話來說，一個政策的實施，科長佔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所以未來，我們的科長退休以後，是不是能夠新進來的科長也要有合
作的理念，也要有合作的概念。然後最後呼籲，就是我們未來可能就變成合作跟
人民團體司，那這兩個司是兩種不同的組織，然而不同組織內他有設一個司長跟
一個副司長，各位至少要有一個要學合作的，至少要有一個對合作要有貢獻的，
要有認同的，所以，我在這邊代表我們的基金會，我們的呼籲希望政府能聽到，
然後也希望，將來我們會有機會，到臺北跟部長面對面的請教，希望他能夠重視
我們合作事業，各位妳們都是合作事業的尖兵，而且都為合作事業已經努力過
了，而且現在還正在努力，各位我們希望這麼好的事業，在臺灣能夠繼續的永續
發展，就看我們要不要來支持，有一個建全的一個很健康的一個政府，以上我的
一個發言，謝謝。

內政部陳佳容專門委員
謝謝于主任的建言，是不是我們再蒐集一個夥伴的發言，來，後面那個碧
珍，臺灣婦女全國聯合會的前執行長。

臺灣婦女全國聯合會何碧珍前執行長：
大家好，我叫何碧珍，是臺灣婦女團體全國聯合會參與這個會議的代表，
基本上其實婦女團體是在梁玲菁梁老師的引薦之下能跨越這個議題，也是這幾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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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所以真的很感謝在座我們在合作事業的一些前輩過去的一些努力。
我想要提出來看法是，在去年我們合作社法通過之後其實有一個合作事業
推展基金的設置，去年在內政部有開過一次會議，我想要了解的是，當時會議其
實是因為這件事情希望是新的執政政府上來之後能夠再繼續比較詳盡的再來討
論這個事情，不知道現在的進度是怎麼樣，可以請佳容為我們說明一下。還有這
件事情在推展，我們當然希望這個基金能夠產生一些我們設想的功能出來，在這
樣的情況底下，我們民間團體、我們的合作事業所有的夥伴能夠在這件事情能夠
幫什麼樣的忙，我也很想知道，包括在那個時候，其實有討論出說針對社會企業
出來之後，是不是能夠可能在行政院，我們去爭取一個社會經濟促進委員會，這
樣一個比較高位階、整合性任務編組行政推動組織，今天我知道在民進黨有很多
努力的委員都有來參與，其實跟這些委員，如果說能結合很多對這樣的理念能夠
認知夠的委員來幫忙推動，是有可能的。這個當然也要行政部門對這件事情的認
同跟支持，所以很想了解，最主要還是在於，剛剛于老師講的，現在我們政府裡
頭的合作行政的部門真的是力量很微小，如果民間的力量能夠聲音大一點、然後
積極一點、方法用對，我們一起來往這個方向來協助，讓政府能夠重視到這個部
分，合作事業在整體的經濟的發展，及其必要性，期待大家集思廣益如何來進行。
對我們婦女團體而言，進入合作界部份很晚，力量也有限，我們也一起來出力、
一起努力。謝謝!

內政部陳佳容專門委員
謝謝碧珍，三位的發言都是為了台灣合作事業整體的發展，非常關鍵因素，
我們是不是請共同主持人每人三分鐘先作一個回應。

中國合作學社梁玲菁理事長
謝謝在座的各位，我先回答碧珍的問題，今天在第一篇文章，在第 52、55
頁提出一個雛形，59 頁也有一個雛形，剛剛也有先進提到如何用共同的力量來
推動?今天的研討會從第一個場次到最後這個場次，感謝很多位立法委員，也感
謝內政部邱次長聽完第一篇論文的發表，國發會曾副主委也聽完專題演講才離
開。在社區營造及合作社意識融合的議題上，曾副主委非常有感，同時在台東地
區看到社區合作社，在部落裡創造就業及社區關懷，他也非常有感覺。我想行政
部門，內政部及國發會可以共同來合作。
我們也謝謝立法院裡面的尤美女委員、蔡培慧委員，以及下午陳曼麗委員
的出席各個場次，給予我們鼓勵。事實上，今天還有多位委員沒辦法來，蔣萬安
委員因為行程很趕；另外蕭美琴委員請幕僚來參加；吳玉琴委員的法案助理也出
席，另外在臺北市林亭君議員及其助理都出席。所以在此回應剛剛有幾位實務工
作者或者先進們所大家提出來的問題，到底我們接下去要怎麼辦?那個共同的力
量，就像剛剛先進講，這是一個指標性的研討會，我們也希望這樣串連起來，從
合作社來開展社會經濟的部分。當然有很多部會，比如說，勞動部也在發展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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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經濟部也有社會型企業，我想未來應該都會有一些討論。
在第一篇論文 59 頁的雛型建議中-「合作經濟暨社會經濟的促進委員會」，
這個應該提升到行政院層級，我們也希望能夠再喚起更多的立法委員及市議員，
能夠支持，來幫助我們合作界這個部份的推動，今天也很感謝大家都能夠支持，
特別感謝孫老師，老師在四十年前教我經濟學，認識熊彼德「創新理論」，用到
科技產業研究，用到了今天的合作事業，我們也希望能夠開創未來。
發展基金的設置，也要大家能夠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說「錢四腳、
人兩腳」，所以我們更應該要戰戰兢兢來做我們自己應該做的事，不管從學界、
實務界，或者從政府單位、民間單位，在這個設計上，也希望推展更多的 NPO
組織來認識合作社，謝謝大家!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方珍玲秘書長
孫老師、還有各位與會的先進，還有各位夥伴大家好，剛才幾位發言都有
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觀念，就是政府要提供一個重要的支持性環境，我想政府在
立法、還有整個組織、制度及人力配置方面，我覺得都要全面性去做一些檢討，
其實不是只有在中央的人力這麼精簡，我們知道在地方政府的民政局裡面，辦理
合作業務的人員其實都是兼辦的，大部分的承辦人，實際上對合作事業理念是不
了解的，所以一開始接到這樣的工作之後，非常辛苦，然後要辦理很多事情，可
是做沒有多久，訓練一段時間他就離開了，所以其實根本上的一個問題就是政府
到底在這部分是不是非常非常重視？我覺得政府要全面性來做一些檢討，當然除
了支持性的環境以外，可能還要有支持性的消費者、還有支持性的社員等等，而
我們自己合作界也應該要來好好的努力。過去，我也曾經參與過勞動合作社的評
鑑指標建立的會議，就有聽到三百多社的勞動合作社其中的一百多社都休社了，
沒有真的實際在運作，如果真的說要有好的支持性社員，合作社就會逐漸成長，
所以大家要在這方面一起共同努力，因為我們既然已成立合作社，就要繼續讓合
作社愈來愈好。
再過來就是主婦聯盟的部分，消費者其實也是很努力，達到社員及消費者
的支持，在這個過程之中這些理念的發揚是重要的，其實不是單純只有說像消費
合作社這個單一社，還有沒有更多的其他合作社，比如說，我們以前在學校裡面
有員生消費合作社能否再有成長的空間，但目前是社數愈來愈少，怎麼樣讓我們
的合作社達到像今天早上李嗣堯執行長所提到的，目前沒有太多的相關文章來發
揚理念，所以說我們也許應該要看怎麼樣去把這些理念做宣揚。
在行為改變的理論裡面，最難的一件事情就是意識喚起，意識喚起以後，
後面的事情就會慢慢可以成功，如果說意識沒有喚起的話，你的態度就沒辦法達
成、行為就沒辦法改變，所以我覺得在這過程裡面，是不是應該要有更積極的方
式，可以讓所有的人對於合作的概念或合作的理念有更清楚的了解，甚至未來這
個形態不管是以社會企業的形態或用其他什麼形態出現，那我們合作組織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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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擴大，我想這個是我們大家要共同努力的，以上，謝謝。

內政部陳佳容專門委員
謝謝，謝謝我們秘書長，那我們是不是請今日最辛苦的黃系主任，來。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黃啟瑞主任
謝謝佳容、各位委員，謝謝大家陪我們到這麼晚，很少過去到這個時間都
還有七八成的先進在這邊，真得很難得，大家是不是要給自己拍拍手，事實上從
專委這裡接到這個棒子，突然覺得變得很輕，肩膀也變得很輕，因為明年到逢甲，
我們這個籌備了一年，今天開花結果，有今天的成果真得很開心，這一年大家也
感受到，其實像剛剛于老師講的，這邊這個有重要的靈魂，我們孫老師在這邊引
導，但我們這邊不只看到孫靈魂，也看到很多很多的靈魂都在這裡游蕩，就是各
位都很了不起，帶著大家一起努力，真的我覺得很感動、很感動，剛剛秀嬌理事
主席的第一個問題就把大家揪在一起。
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看金融業，今天早上談了很多金融，其實金
融業也一樣，它從 1.0 到 2.0，現在都在講金融 3.0、Bank3.0，大家都在轉型、
大家都在努力、大家都很拼，我們看看我們合作界也是一樣，我們也是合作 1.0、
合作 2.0、現在走到 3.0，我們的研討會也是一樣，我是比較 Junior，8 年前才
開始加入這個大家庭，自從加入之後每年就很期待，終於等到今年有機會可以我
們自己來主辦這一場，辦得很開心，我也跟我們大家報告我們研討會其實也進步
到 3.0，3.0 在哪裡?第一個，以前研討會很少跨部會次長級以上兩位蒞臨，今天
除了我們大家長內政部以外，國發會也來了，國發會本身就是一個很標準的跨部
會，可以幫我們發現很好的平台解決很多問題，還有一個是四位立法委員的蒞
臨，我們還有很多立法委員來，梁老師這邊今天動員很多。我記得大概三四年前
我們就一直在講說我們不只行政部門，那個不太夠，立法部門也要來，今天實現
了。還有一點也就是在好幾次開會，佳容專門委員一直在談，我們會議最好有延
續性，譬如說我們去年談了許多農業合作，談了一點點社會企業，大部份談合作
社，這樣的主題可不可以每年有一個延續性，我們今年就延續到說立法過了，基
金也在編了，社會企業也崛起了，合作社的競爭裡怎麼樣再提升，這個是今年最
重要的課題，所以我們 4.0 訂了這樣的主題，凝聚了這麼多重要的靈魂齊聚一
堂，可以預見明年一定會更精采，今天可以講得很開心這樣，因為我今年講的話
到了明年你那裏都要做，不過不會這麼沒有道義，因為我們講要合作，我們一定
會繼續合作下去，我們一定會跟逢甲一起來合作，把明年辦得更好，我們大家記
得一定要合作，明年在臺中見，也預期希望明年臺中逢甲更精采、更棒，合作
5.0，再見逢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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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楊坤鋒主任
我們長官、還有各位合作社的先進大家好，今天這個 4.0，其實我們大概在
兩年前的時候，逢甲已經辦過 5.0，因為某一場研討會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把副總
統請過來了，所以那時候是 5.0，我想剛才談到行政機關的問題，在合管處的時
候那時候大概有 111 個人，現在今年大概剩不到 10 個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說，
以前我們立法委員，在選舉的時候，教育團體、農業團體和工業團體都有其支持
的委員，那現在都不分了。以前我記得陳靜夫老師常常講說，合作社的最不合作，
合作社的最不合作，其實他講這一塊也是滿有道理，為什麼你知道嗎，不曉得各
位看到臺灣現在目前的合作社大概有多少社，大概有四千多社，社員大概是兩百
五十萬個，那你想想看兩百五十萬個社員，竟然選不出一個立法委員出來，真的
選不出一個立法委員出來，所以今天如果說大概團結一點的話，我想說合作界的
社員數這麼多，社數大概也有四千三百多社遍布全省，所以我想說這麼龐大的一
個數字加上乘數效果，兩百五十萬個人一個人乘數可能是二左右，所以大概也會
有五百多萬人，這五百多萬人選不出一個立法委員，我想這個真的是不合作，所
以，我想未來也有可能想一個方法、想一些策略，如何在合作界裡面推出一個合
作人來當立法委員，甚至推出兩個或三個來當立法委員，在整個立法上，在整個
政府的力量上我想，對合作界的加分效果一定會非常非常的大，其實，為什麼合
作社合作界的聲音這麼小，原因很簡單，很少人替我們講話，我記得我們這個前
任的內政部長李鴻源，因為他是我親戚，其實他年紀比我大，但是我比他大一輩，
他要叫我叔叔，那是我年輕，各位不要誤會，其實在家族聚會的時候一直跟他提
到所謂的一個合作的理念，他其實都 OK 都可以接受，但是接受了沒多久，他就
又下臺了，所以政務官就是如此，但是立法委員就不一樣了，立法委員至少會幹
4 年，對不對，那如果能夠替合作界發聲的話，如果替合作界能夠做更多的事情
的話，那可能當八年、十二年都有可能，所以明年我們在逢甲大學舉辦國際合作
社節，是不是其中一個議題來談，到底我們合作社如何推出一個、或用什麼策略
推出立法委員出來，我想這個很重要，這比任何實務都還重要，好，謝謝各位。

內政部陳佳容專門委員
剛剛我們聽到了黃主任的這個這個回應，我們就知道承辦一個大型活動有
多麼的、壓力有多麼的沉重，真的非常辛苦籌備了一年，我是不是借大家的手來
謝謝我們所有的師生，對這次的活動付出了用心跟努力，我們今天也可以看的
到，再來我也要感謝大家去年，我想不管是有沒有到立法院，去年合作社團在推
動的時候，不管是有去沒有去，大家都發揮了很大的力量，這樣的力量展現就可
以看到，法案可不可以通過，行政院的處長告訴我，我們去政務委員報告的時候，
他說合作社法要過非常的難，因為我們也知道實質修正，六十年來第一次，那是
為什麼很難，各位知道嗎?為什麼很難，對，大家不了解，沒有很多人關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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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談不上法案。但是我們去年整個的行動，確實讓所有的排法案人員及他感受
到壓力，每天一直在盯進度，所以法案能過真的是非常不容易，在這裡我就藉這
個機會真的要謝謝在座的所有夥伴，還有今天有到、沒有到的所有的合作界的夥
伴。
另外，我想大家點出合作行政的問題，我要跟于主任報告，就是說到八月
十五的時候，我們的合作行政司實質剩下三位，我自己的想法是我們也不要太悲
觀，也就是說，危機也是轉機，或許我們在這個機會裡面有新血進來，我們再重
新來做訓練，或許我們可以有更好的合作的人才進來，但是我想合作事業的發展
確實也是水漲船高，我想在座的各位不管是這個在合作的實務界，還是在合作的
學術界，我想大家對這一塊努力的發聲，在自己的崗位上能夠好好的發揮合作社
的功能，像國發會曾副主委，他講到的合作意識，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合作社
組織對於不管對應未來的高齡化，或者是社區營造，或者是所有解決社會問題，
確實有非常功效的地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有了合作社的組織不等同將問題解
決，合作社可以發揮多少的功能，怎麼發揮功能，今天講了非常多的關鍵，但是
如何實質發揮功能，我們合作社界的先輩常說的合作社能夠成功，主要是三個因
素，教育、教育、再教育，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講三遍，主要是學習，透過學習
能夠共識凝結、加強合作意識，團結共同力量，否則只看到合作事業，這種事業
是不是真正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發揮功能，令人質疑。關起門來，悶心自問，是
否真的發揮功能，如果真能發揮功能，合作社界就會水漲船高，不用怕合作行政
沒有人。也感謝碧珍提出的問題，另外剛剛于主任所提的科長真的是關鍵，但是
我們科長要在八月初要退休，所以我想這個進度我們會來跟，那我們未來我想這
個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我想期待他對於協助整個政府部門，或者是未來合作事
業、合作社的推展上面能夠實質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所以整個過程裡面我也會
來再來邀請我們各界來參與、再來關心這個合作事業的發展基金喔，最後，我想
也占了很多的大家的時間，也感謝大家支持到現在，明年，不要忘了繼續支持，
那最後，我也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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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界對合作行政之訴求
合作事業為積極性社會經濟事業，是庶民經濟重要的一環。全球
化後，造成失業人數增加、貧富差距拉大，環境急遽破壞，促使各國
反思、檢討現行社會、經濟體制上的缺失，並紛紛將合作制度列為重
要施政，讓庶民同享經濟進步的成果。
有鑑於此，2001 年聯合國第 56 屆大會通過「創造有利於合作社
發展環境準則」報告，建請各國在制定合作事業政策時，應強化合作
行政與法制，並視合作事業為「夥伴關係」予以制度性安排，如此方
有利於合作事業的發展。
我國將合作政策列入基本國策。民國 23 年政府頒布《合作社
法》
，據以推展合作事業。36 年頒布《憲法》
，於第 10 章第 107 條、
108 條、109 條、110 條及 111 條，規定中央與地方應立法並推展合
作事業，並於基本國策章第 145 條明定：
「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勵
與扶助。」104 年修正《合作社法》
，於第 1 條增訂：
「為健全合作制
度，扶助推展合作事業，以發展國民經濟，增進社會福祉」，闡明立
法目的係由合作行政機關訂定合作政策，從上而下積極推動合作事
業。
我國合作行政主管機關，原於內政部社會司下設合作科，而執行
合作政策推動與體系建立，則為臺灣省合作事業管理處，屬於獨立機
關，有單獨預算，員額 100 餘人，分管法令解釋、合作社登記、合作
教育宣導、合作社經營輔導、稽查及與地方合作行政之聯繫。各縣市
政府社會科內，設合作股，專責處理縣市合作行政業務。上開業務分
工與員額編制，對國內整體合作政策之推展，頗有效益。
「精省方案」實施後，裁撤省級合作行政主管機關，改於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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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司內設合作行政管理科與合作事業輔導科，專職人員僅 30 餘
人，各縣市政府也效法將合作股裁撤，改由一人「兼辦」
。經此瘦身，
再加上人員出缺不補政策，以致行政組織日漸渙散，業務自行萎縮，
專業人員流失殆盡。目前，合作行政管理科長不辦理合作行政業務，
預計本（105）年 8 月合作事業輔導科長退休後，專職人員僅剩 3 人，
合作行政組織勢將解體，陷入無人執行合作政策之窘境。
我等合作界人士咸認，為挽救合作事業於頹唐，當務之急，首須
重建中央合作行政組織，並有效規劃整體合作政策，爰集會凝聚共
識，提出下列四項訴求：
一、請制定合作事業政策，規劃整體發展方案。
二、請重建中央合作行政組織，提升合作行政效能。
三、請恢復「合作事業研習中心」之設置，積極推展合作教育、
訓練與宣導等業務。
四、請盡速研議設置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推動法定相關事務。
以上訴求，攸關我國合作事業發展，懇請
敬呈書面意見，並請

部長重視採納。茲先

部長擇日撥冗垂見，容我等合作界代表面陳，

實為德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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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案說明
訴求一：請制定合作事業政策，規劃整體發展方案。
說 明：
一、《憲法》基本國策專章，規範國家整體發展的基本方向和
原則，為「國家基本核心價值之承諾」
，可供政府制定相關
法律並執行相關具體政策之準據。
二、請制定合作事業政策，促成行政院研訂「貫徹獎助合作事
業基本國策，推動庶民經濟民主社會實施方案」
，並於行政
院成立跨部會推動委員會，據以健全發展國內合作事業。

訴求二：請重建中央合作行政組織，提升合作行政效能。
說 明：
一、合作行政人員應具備專業知能與合作社信念，須不斷接受
培訓，使其足以勝任合作社輔導與管理事務。目前合作行
政人員嚴重失衡，請儘速補足編制員額，並對新進人員施
以職前合作教育訓練，再決定是否任用;對在職人員則施以
在職訓練，以決定是否適任。
二、合作社業務涉及到各部會目的事業政策之配合，彼此須
時時協調溝通，始能形成共識，共同推展。懇請就主管合
作事業之司長或副司長中，考慮至少一人具有合作社信念
，專責各部會協調溝通事務，落實合作政策之決心。
三、為有效推動合作事業，現有合作行政管理科與合作經營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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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科尚有不足，請考慮另增置合作事業推廣科，專責合作
教育與宣導等推廣業務。再者，科長為承上 啟下之主管，
負責合作政策之推動，須對合作事業具有強烈的使命感及
合作行政與輔導之專業能力，方能善盡職責。爾後人選，
請以具備使命感及專業能力作為考量之要件，始足有效推
展合作事業。
四、縣市政府為縣市級合作社之主管機關，有其法定業務及輔
導工作，請協調地方政府，比照中央條件遴選專人專責辦
理合作行政工作。

訴求三：請恢復「合作事業研習中心」之設置，積極推展合
作教育、訓練與宣導等業務。
說 明：
一、合作教育乃合作事業發展之基礎，國際合作社聯盟特別將
「教育、訓練與宣導」列為合作社一大經營原則，足證其
重要性，實應寬列年度預算，擴大辦理合作教育、訓練與
宣導活動，以普及正確合作信念，建構合作社經營能力。
二、精省後，原台灣省合作事業管理處與民間團體共同成立之
「合作事業研習中心」已遭裁撤，如今全國近 5,000 單位
合作社之合作教育、訓練與宣導業務，受限人力物力之不
足難以全面實施，有賴民間力量之配合。是以，請恢復「合
作事業研習中心」之設置，以利合作教育整合發展。

訴求四：請盡速研議設置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推動法定相關
事務。
說 明：按《合作社法》第 7 條之 1 規定，設置之合作事業發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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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可由行政機關自行管理，惟以現有合作行政機關人力，
勢必力有未逮；若設置管理委員會管理，則屬臨時編組性
質，僅能審查議案，並無專業專職人執行相關工作;另成立
法人管理，雖較具獨立性然須有嚴謹之監督機制，各有利
弊。爰此，建請邀集專家學者成立諮詢小組，博諮眾議，
盡速設置，以助益合作事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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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名單

- 187 -

- 188 -

與 會 人 員 名 單
與
編號

姓

名

會

人

員

單

位

職

稱

1

邱 昌 嶽

內政部

常務次長

2

曾 旭 正

國家發展委員會

副主委

3

尤 美 女

立法院

立法委員

4

蔡 培 慧

立法院

立法委員

5

郭 翡 玉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離島發展處

處長

6

陳 志 章

內政部

副主任

7

陳 佳 容

內政部

專門委員

8

吳 慧 貞

內政部

視察

9

黃 博 怡

台灣金融研訓院

院長

10

麥 勝 剛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理事長

11

李 承 嘉

國立臺北大學

副校長

12

孫 炳 焱

國立臺北大學

名譽教授

13

于 躍 門

台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

董事長

14

方 珍 玲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秘書長

15

張 森 宇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副秘書長

16

梁 玲 菁

中國合作學社

理事長

17

張 美 美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

副局長

18

黃 啟 瑞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19

楊 坤 鋒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系主任

20

蔡 建 雄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教授

21

池 祥 麟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教授

22

詹

場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副教授

23

陳 淑 玲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副教授

24

吳 肇 展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副教授

25

李 桂 秋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副教授

26

張 寶 蓉

逢甲大學企業管理學糸

副教授

27

施 懿 宸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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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盧 嘉 梧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理教授

29

柯 文 乾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理教授

30

王 傳 慶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理教授

31

唐 錦 秀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理教授（兼任）

32

吳 雪 伶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理教授

33

江 宜 芳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助理教授

34

許 慧 光

國立屏東大學財務金融學系

助理教授

35

李 嗣 堯

國立台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執行長

36

李 儀 坤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聯合社

金融顧問

37

高 淑 娟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聯合社

主任秘書

38

陳 建 忠

台北市第五信用合作社

理事主席

39

許 鎮 平

花蓮第二信用合作社

理事主席

40

施 輝 雄

彰化縣鹿港信用合作社

理事主席

41

丁 秋 芳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講師（兼任）

42

林 依 瑩

弘道老人社會福利基金會

執行長

43

張 幼 霖

NPO Channel 公益平台

執行長

44

李 幸 津

內政部

科員

45

王 淑 珍

內政部

辦事員

46

謝 宜 穎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

股長

47

黃 育 歆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

科員

48

洪 子 婷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

辦事員

49

謝 思 亭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

約僱助理員

50

楊 瑩 玲

宜蘭縣政府

科長

51

蔡 文 彬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組長

52

李 玉 琴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專員

53

歐 美 華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專員

54

黃 輔 仁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前組長

55

施 聖 哲

彰化縣鹿港信用合作社

總經理

56

陳 松 泉

金門信用合作社

理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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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楊 宗 寶

基隆市第一信用合作社

總經理

58

林 文 源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總經理

59

陳 介 仁

台灣農業合作社聯合社

總經理

60

魏 懌 雯

台灣農業合作社聯合社

主任秘書

61

江 虹 瑩

台灣農業合作社聯合社

管理部經理

62

潘 鈺 釵

台灣農業合作社聯合社

經理

63

謝 杰 瓏

台灣農業合作社聯合社

供給課課長

64

翏沈文成

台灣省青果運銷合作社

管理部經理

65

李 佩 禧

中華民國農會

辦事員

66

許 秀 嬌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理事主席

67

吳 梅 相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常務理事

68

黃 淑 德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理事

69

劉 潔 鳳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理事

70

沈 立 忠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理事

71

鄭 昌 發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物流部專員

72

張 佳 怡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人資行政部專員

73

朱 安 棋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企畫部專員

74

李 婉 婷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企畫部專員

75

連 珮 貞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開發課專員

76

林 宛 蓁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品保課專員

77

李 益 宏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站務

78

林 重 宏

台灣省蔗農消費合作社

理事主席

79

趙 勇 彰

80

沈 六 煌

81

廖 萬 池

台彎省蔗農消費合作社
總經理
行政院各部會中興地區機關暨台灣省 總經理
政府聯合員工消費合作社
臺中市東春消費合作社
經理

82

陳 瑋 聖

台北市第四倉庫利用合作社

經理

83

范 振 翔

台灣區居家服務勞動合作社

理事主席

84

洪 秋 燕

台灣區居家服務勞動合作社

總經理

85

黃 銘 鐘

臺灣區機關勞務勞動合作社

理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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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陳 進 貴

87

梁 健 如

88

吳 慧 瑜

臺灣區機關勞務勞動合作社
監事主席
台北市綠活互助家庭社區服務勞動合 經理
作社
臺北市智立勞動合作社
理事

89

呂 明 淇

臺灣省第一理貨勞動合作社

總經理

90

賴 明 崑

台灣合作社聯合社

前總經理

91

黃 瓊 薇

台北市第一儲蓄互助社

儲備幹部

92

黃 綉 利

台北市第一儲蓄互助社

教育委員

93

陳 金 桔

台北市中山區合作社

顧問

94

洪 友 崙

生活者（股）公司

創辦人

95

黃 順 卿

傳訊時代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助理

96

蔣 月 琴

臺北市婦女新知協會

理事長

97

林 理 俐

世界和平婦女會台灣總會

理事長

98

陳 秀 惠

台灣婦女團體全國聯合會

副理事長

99

何 碧 珍

台灣婦女團體全國聯合會

研究員

100

馬 蕙 蘭

財團法人遠哲科學教育基金會

執行長

101

黃 鈴 翔

財團法人婦女權益促進基金會

副執行長

102

蕭 英 成

永齡慈善教育基金會

副執行長

103

黃 琬 慧

永齡慈善社會福利基金會

專案主任

104

李 柏 祥

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

社工員

105

李 款 漩

香港理工大學

學生

106

許 美 雪

香港理工大學

學生

107

伍 詠 筠

香港理工大學

學生

108

陳 玉 翎

玉翎會計事務所

會計師

109

蔡 孟 穎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教

110

張 懿 蕾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教

111

賴 宜 君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助教

112

胡 洛 強

113

陳 林 楷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14

黃 奕 軒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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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葉 書 妤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16

李 美 楹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17

謝 宛 庭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18

姜 瑩 婷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19

徐 英 財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20

廖 先 儀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21

莊 雅 涵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22

李 姿 瑜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23

陳 奕 宏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24

胡 佳 芝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25

黃 羽 宏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26

張 柏 鴻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27

吳 奕 辰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28

葉 子 稜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29

吳 佳 蓉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30

陳 芃 衣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31

黎 申 昇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碩士生

132

高 淑 芬

臺北大學財政學系

碩士

133

廖 柏 超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學生

134

劉 庭 昀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學生

135

陳 柏 霖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學生

136

劉

晴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學生

137

王 人 禾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學生

138

李 佳 璇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學生

139

鄭 思 琪

臺灣大學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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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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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邱昌嶽常務次長

臺北大學李承嘉副校長

國家發展委員會曾旭正副主任委員

2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麥勝剛理事長

-  -

專題演講

3

長官聆聽專題演講

開幕式
台灣金融研訓院黃博怡院長專題演講

- 1 -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郭翡玉處長與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李嗣堯執行長與談

4

中國合作學社梁玲菁理事長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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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孫炳焱名譽教授主持

- 20 -

立法院蔡培慧立法委員致詞

中國合作學社梁玲菁理事長介紹與會貴賓

5

內政部長官及本系老師合影

立法院尤美女立法委員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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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方珍玲教授與談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蔡建雄教授主持

6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李儀坤金融顧問與談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王傳慶教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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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道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林依瑩執行長與談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李桂秋教授與談

7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吳肇展教授發表

立法院陳曼麗立法委員致詞

- 20 -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于躍門董事長主持

中國合作學社梁玲菁理事長回應

8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江宜芳教授發表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于躍門董事長主持

- 20 -

綜合座談: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陳佳容專門委員

逢甲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張寶蓉教授與談

9

綜合座談: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許秀嬌理事主席

NPO Channel 公益平台張幼霖執行長與談

- 20 -

綜合座談: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黃啟瑞主任

綜合座談: 中國合作學社梁玲菁理事長

10

綜合座談: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楊坤鋒主任

綜合座談: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方珍玲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