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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表  

民國 109 年 6 月 19 日 (星期五) 
     

時   間 議    程 

09:00~09:30 

(30 分鐘) 
報   到 

09:30~09:50 
(20 分鐘) 

開幕式 
主席致詞：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麥勝剛  理事長 
長官致詞：內政部                             陳茂春  主任秘書 
貴賓致詞：臺北大學                           李承嘉  校長 
          臺北大學商學院/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池祥麟  院長/教授          

09:50~10:20 

(30 分鐘) 
團體照/茶敘 

10:20~10:50 

(30 分鐘) 
 

專題演講：信用合作社善用金融科技推動電子區域貨幣世界趨勢  

主 講 人 ： 台灣經濟研究院 李儀坤 金融顧問 

10:50~12:00 
(70 分鐘) 

 

論 文 一 ： 共享經濟的成功因素與對合作社的啟發 

主 持 人 ： 臺北大學商學院/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池祥麟 院長/教授 

發 表 人 ： 臺北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黃旭立 教授 

與 談 人 ：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詹  場 系主任 

 B 型企業協會 黃惠敏 秘書長 

12:00~13:00 

(60 分鐘) 
午餐/休息 (供應茶水便當) 

13:00~14:10 
(70 分鐘) 

 

論 文 二 ： 公平貿易：有公平的權力，才有公平的價格 

主 持 人 ： 臺北大學 孫炳焱 名譽教授  

發 表 人 ： 生態綠股份有限公司 徐文彥 總經理 

與 談 人 ：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鄭勝分 副教授  

 
沛芳綜合有機農場/有限責任桃園市 

青年農民生產合作社 

吳成富   創辦人暨場長 

14:15~15:25 

(70 分鐘) 

 

論 文 三 ： 合作組織與時俱進的專案與專案管理 

主 持 人 ：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吳肇展 系主任 

發 表 人 ：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郭廸賢 教授 

與 談 人 ： 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 于躍門 董事長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李修瑋 理事主席 

15:25~15:45 
(20 分鐘) 

茶敘交流 

15:45~17:00 

(75 分鐘) 

 

綜合座談與閉幕式 

共同主持人： 

內政部 陳茂春 主任秘書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方珍玲 秘書長 

中國合作學社 蔡建雄 理事長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詹  場 系主任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吳肇展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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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8 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研討會議事規則及注意事項 
 

主 持 人 ： 5 分鐘 不舉牌不按鈴。請主持人自行控制時間。 

發 表 人 ： 25 分鐘 按鈴提醒。 

結束前 2 分鐘，按 1 聲鈴提醒。 

結束前 1 分鐘，按 2 聲鈴提醒。 

時間到，按 3 聲鈴提醒。 

與談人 / 位：  12 分鐘 舉牌方式提醒。 

「還有 2 分鐘」。 

「時間到」。 

交 流 討 論 ： 15 分鐘 提問時，請先告知服務單位及姓名後，再行提問。

每人發言以 2 分鐘為限，時間到按長鈴 1 聲。 

 

 
 

注意事項： 

1. 為使研討會場次進行順利，請各場次主持人掌握時間，避免耽誤後面場次

之進行。 

2. 敬請將行動電話保持關機或靜音模式，俾利研討會場次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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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信用合作社善用金融科技推動電子

區域貨幣世界趨勢 

 

~主講人~ 

李儀坤 金融顧問 

台灣經濟研究院  



 



信用合作社善用金融科技推動電子區域貨幣

世界趨勢

李儀坤 金融顧問

台灣經濟研究院

摘要

1929 年及 1980 年代兩次世界發行區域貨幣風潮，均遵循德國古典經

濟學家 Gesell 自由貨幣理論加以落實。藉由區域貨幣發行，凝聚地方居民

共識，振興地方經濟，成效卓著。

經驗顯示，位處郊區偏鄉的信用合作社發行區域貨幣，有助於信合社

業務推展，相關帳務的處理。2000 年代金融科技迅速成長，各國政府推動

無現金社會政策。電子區域貨幣取代紙幣型態，支付流通效率大為提升，

成本則因而大幅下降，因應景氣蕭條極具成效。

有鑑於 2010 年代以來，諸多歐美經濟學者實證結果，認為區域貨幣與

信合社本質相近，均為合作經濟核心。此由本文引介歐美日信合社發行電

子區域貨幣成功案例可得印證。除得以振興地方經濟外，尚可穩定暴走下

產生諸多不良後果的資本主義，值得加以重視。

關鍵字：區域貨幣、合作經濟、自由貨幣理論、金融科技、電子貨幣 

壹、 前言

1929 年世界經濟大恐慌衝擊下，歐美各國為了振興經濟，解決嚴重的

事業問題。除了當局採取財政對策外，民間則依據德國古典經濟學家 Gesell

自由貨幣理論，發行區域貨幣以促進消費，輔助法定貨幣流通之不足，活

絡地方經濟解決事業問題，成效卓著，形成第一次發行區域貨幣世界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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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年代歐美各國為振興經濟，民間業者在政府支持下再度發行區域

貨幣。其後，隨著 90 年代 IT 科技的創新，網路時代的來臨，電腦及電子

支付載具的普及，使得區域貨幣得以電子化，甚至透過智慧型手機的行動

化，區域貨幣發行成本因而大幅降低，效率則大為提升，形成第二次發行

區域貨幣世界風潮。 

1929 年迄今，全球發行的區域貨幣已達 3,000 種，區域貨幣型態多元

化，發行者則涵蓋民間企業、商店街、非營利組織、地方政府及金融業。

然而，基於人緣、地緣、電子支付系統、帳戶連結方面，則以銀行及信合

社發行區域貨幣，相對佔有優勢，並已逐漸形成風潮，迅速普及全球。 

有鑑於此，本文擬擇要就區域貨幣的古典經濟理論、兩次發行風潮、

發行目的與型態、具體案例與架構，信合社與區域貨幣屬性、金融科技的

進展、區域貨幣的數位化、相關法律與民情、電子區域貨幣的特色、區域

貨幣新型合作經濟理論、推動地方創生功能的善盡等加以列示，俾供參酌。 

 

貳、 區域貨幣相關經濟理論 

德國經濟學家 Silvio Gesell(1862-1930)出身德國，父親為任職普魯士法

院書記官，年輕時隻身前往阿根廷布宜諾斯艾利斯，經營果園，營運得宜，

旋即成為知名企業家。Gesell 擅長外匯投資與避險，得以規避 1880 年代末

阿根廷金融危機。Gesell 同時在阿根廷就貨幣問題，深入研究，並出版六

本著作。 

Gesell 於 1916 年出版「自由土地及自由貨幣與自然經濟秩序(Die 

natürliche Wirtschaftsordnung durch Freiland und Freigeld)」乙書，內容為 5

章。 

Gesell 著書後 3 章提出所謂 Gesell「自由貨幣」的理論。認為貨幣具

有下列兩大特性： 

其一，貨幣無保管成本特性。貨幣與商品相較，並無腐壞、蟲害，而

品質劣化價值下跌之慮。因此，貨幣無須承擔保管費用或維護費用，並且

隨時可進出市場。而商品則須承擔保管成本，以及產生商品折價成本，因

而被迫轉換為具有無條件交換工具的貨幣。貨幣既然具有無須支付保管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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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費用成本，因此，對支付工具的貨幣支付利息，等同直接吸取人民血汗，

極不合理。 

  其二，貨幣供給不足導致商品價格下跌特性。因此，一旦市場上不可預

期事態發生，導致貨幣撤離，市場上貨幣供給不足，甚或導致經濟恐慌、

景氣不振、事業問題立即顯現。 

基於上述貨幣所具有的特性，為期解決，則可以藉由「自由貨幣」徹

底因應，其法如次： 

其一，採行郵票貨幣折讓的自由貨幣：為廢除傳統貨幣上述特權，則

貨幣必須與商品同樣具有時間折價的維護費用。亦即對政府當局發行具交

換媒介功能的貨幣應視為一種社會服務，必須以郵票方式收取使用費。具

體而言，自由貨幣係每週就貨幣面額折價千分之一，1 年折價 5%。如次一

來，為維護貨幣面額，紙幣持有人必須就折價部分，購入郵票貼上補足。 

其二，破除貨幣優越性可促進貨幣流通：自由貨幣藉由上述，經由定

期購買郵票貼上保持貨幣面額，否則貨幣即告折價。因此，貨幣持有人唯

恐因儲藏貨幣而蒙受損失，乃提早消費。透過貨幣流通，增加商品銷售。

如次一來，傳統貨幣對商品的優越性即不勞而獲的利息所得，因此消滅。

同時，消費增加而貨幣流通加速，帶動景氣，事業問題告解。 

Gesell 經濟理論中，確立自由貨幣理論。此一自由貨幣理論在 1929 年

經濟大恐慌時，開始落實，極具意義。 

 

參、 區域貨幣之意義與淵源 

一、 意義 

一般認為，區域貨幣(regional currency, local money)係指：在特定地區

內，基於某種目的，由地方政府、民間團體、企業包括銀行(特別是基層金

融業)等，所發行、流通、管理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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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淵源 

1929 年世界經濟大恐慌導致歐美主要國為主，長達 10 年的經濟蕭條。

歐美各國民間依據 Gesell 自由貨幣理論，在法定貨幣流通不足的偏遠地區

發行區域貨幣，如：瑞士 WIR、美國 ISACA、奧地利 Worgl 等。流通順暢，

刺激消費，對振興地區經濟成效卓越。因此，自 1929 年起，以歐美為主產

生了第一次發行區域貨幣風潮。 

1980 年代，歐美各國為振興再度發行區域貨幣，亞洲地區以日本為首，

則自 1990 年末泡沫經濟破滅後開始引進。 

由於各國法制民情、科技進展，區域貨幣型態多樣化包括：加拿大 LETS、

德國 Tauschring、奧地利 Tauschkreis、法國 SEL、美國 Ithaca、日本

AQUACOIN 等，多達 3000 種，成為全球區域貨幣第二次發行風潮。 

 

肆、 歐美日信用合作社發行案例 

1929 年迄今，全球兩次區域貨幣風潮中，一般認為，由信用合作社參

與或發行區域貨幣均得以長久營運。擬舉瑞士、美國、日本成功案例列述

之。 

一、 WIR 概要 

(一) 1934 年瑞士的中小企業合作社首先發行區域貨幣 WIR。 

(二) 1936 年合作社取得銀行執照，由 WIR 合作銀行發行 WIR，WIR

與瑞士法郎等值，發行後仍由 WIR 銀行管理。 

(三) 會員中小企業可向 WIR 銀行借入 WIR 區域貨幣，交易活絡化。 

(四) WIR 銀行因此而發揮刺激國內景氣復甦的功能。 

WIR 合作銀行在瑞士擁有 7 家分行，中小企業會員達 7 萬家，遍布瑞

士各州。區域貨幣放款、支付、匯款業務順遂，有助瑞士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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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thaca 概要 

(一) Ithaca(伊薩卡)區域貨幣發行時與伊薩卡信合社(Alternative Credit 

Union) 密切合作。 

(二) 伊薩卡信合社收受客戶支付長期貸款相關手續費，或進行各類支

付時所交付的伊薩卡區域貨幣。 

(三) 金融監理當局於 1990 年代起，已准許銀行參與伊薩卡區域貨幣

系統，包括伊薩卡區域貨幣交易所營運。 

(四) 信合社等社區銀行參與區域貨幣系統，協助地區金融經濟的成長。 

三、 AQUACOIN 

(一) 君津信合社配合木更津市政府地方創新計劃，與市政府、商工會議

所訂定契約。 

(二) 2018 年 10 月君津信合社正式發行 AQUACOIN 電子區域貨幣，發

行對象為當地社員、中小企業負責人、觀光客。 

(三) 使用智慧型手機下載 APP(包括儲值 IC 卡)，在君津信合社營業窗

口，固定地點儲值機儲值。 

(四) 上述由木更津市政府擬訂電子區域貨幣 AQUACOIN 推展計畫，藉

以推動地方創生。協助君津信合社發行 AQUACOIN 與流通，流通

的效益，為前所未見。 

    由上列歐美日信合社發行區域貨幣的成功案例，目前已廣為各國採行，

迅速普及全球。 

 

伍、 信合社善用金融科技發行數位區域貨幣妥適性 

一、 紙幣型區域貨幣發行的困境 

1980 年以來第二次世界區域貨幣發行風潮，其發行目的多以推展觀光、

刺激消、，凝聚地方居民共識、強化中小微型企業競爭力、增加雇用、振

興地方經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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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區域貨幣發行的型態亦多以紙幣為主。一般而言，發行紙幣型

區域貨幣面臨兩大問題： 

(一) 發行成本問題：紙幣型區域貨幣的發行成本甚高，包括設計、印

刷、發行、偽鈔、保管、過戶登記、專責單位人員管理等。 

(二) 法律問題：各國中央，對於非法定貨幣的發行，均予嚴格限制。

倘若准許發行，均訂有嚴苛的時間、總額、樣式限制，造成使用

者不便。絕大部分的區域貨幣大都因而停止發行流通，或就地解

散而告消滅。 

二、 信合社發行數位區域貨幣相輔相成 

(一) 以日本信用合作社(信用金庫、信用組合)為例，日本於明治時期

為富國強兵而積極推動資本主義，為因應廣大農民及中小微型企

業資金需求，而引進德國的合作金融制度。1900 年訂定產業組合

法，鼓勵基層金融機構設立。以信用合作社為例，信用合作社的

設立係基於會員或社員間，相互扶助之基本理念，其組織有別於

公司型態的銀行，而為非營利之法人，其目的則為協助中小企業、

勞工、農林漁業者取得融通資金。就制度面而言，協同組織信用

金庫的存在，對於中小企業之培育、發展貢獻至鉅。 

同時，信合社在地區收受資金，同時回饋予地區，為其最大特色，

此外，信合社的營運方針：協助中小企業的健全發展、提供就業

機會、實現地區居民富足的生活環境、促進地方經濟的復甦。 

日本當局將協同組織金融機構之定位為：以特定區域內中小企業、

個人為社員，進行互相扶助的合作金融組織，為「合作經濟」重

心。 

(二) 區域貨幣本質上係用來做為，特定地區內的企業與企業、企業與

個人、個人與個人間，進行商品交易服務授受時，做為支付工具

之用。 

區域貨幣在 1929 年及 1980 年迄今，發生兩次發行風潮。其發行

目的相當廣泛，包括志工給付、凝聚地方居民共識、輔助法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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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流通不足、促進消費、加速貨幣流通速度、協助中小企業成長、

增加雇用、振興地方經濟。 

區域貨幣的發行以地方為限，流通亦然。取之地方、用之地方，

深化居民共識，振興地方經濟，謂之「合作經濟」，極為妥切。 

(三) 因此：合作經濟=信用合作社(合作金融機構)+區域貨幣。屬性相

近，相輔相成。 

 

陸、 信合社發行電子區域貨幣的淵源與案例 

一、 淵源 

近年來，由於金融科技的快速成長，電子載具的普及，特別是智慧型

手機幾乎人手一機。加以金融業數位化的推展，網路銀行的虛實整合，以

及政府推動無現金社會政策積極化。此一趨勢，已莫之能沛，必須順應潮

流。以美國 Ithaca 為例，由於 2010 年中仍採紙幣型態，造成居民不便，幾

均改用信用卡及轉帳卡。Ithaca 呈靜止狀態，被迫發行電子區域貨幣，因應

居民需求。 

至於 WIR 合作銀行，亦於 2000 年代改採電子區域貨幣。日本的君津

信合社亦繼飛驒信合社發行電子區域貨幣。至此，電子區域貨幣因而快速

普及。 

 

二、 案例 

日本木更津市政府為配合中央政府推動地方創生政策，解決地方經濟

不振、人才外流、企業空洞化、老齡化、地方沒落的嚴峻問題。乃由木更

津市政府擬訂電子區域貨幣 AQUACOIN 推展計畫，藉以推動地方創生。

協助君津信合社發行 AQUACOIN 與流通，配合商工會議所全力進行行銷。 

君津信合社 AQUACOIN 區域貨幣的發行、流通與管理的試驗，以及

通過實驗的實用化，是由金融科技新創企業 iRidge 所提供，是的

AQUACOIN 的得以順遂推廣。其後，iRidge 的 Finnovalley 金融科技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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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成立後，提供「Money Easy」電子區域貨幣平台及解決方案。Finnovalley

首先確立電子區域貨幣平價的平台系統。 

對於君津信合社發行 AQUACOIN 電子區域貨幣，在木更津市區內的

流通、支付、清算，均極為便利，減少人手不足的困擾，以及相關成本的

負擔，資金循環活絡化，有利地區經濟的振興。 

 

柒、 信合社發行數位貨幣的法制與特色 

一、 法制 

2010 年 4 月日本實施資金結算法，准許 IC 卡及伺服器型電子票證業

者發行實體及虛擬電子貨幣(如悠遊卡、一卡通)。2014 年日本推動無現金

社會政策，2017 年飛驒信合社首先發行電子區域貨幣，2018 年君津信合社

在木更津市政府資助下，於同年 10 月發行 AQUACOIN 區域貨幣，成效彰

顯。而君津及飛驒信合社發行電子區域貨幣，只要依據資金結算法，向金

融廳(金管會)申請電子票證執照後，即可發行電子區域貨幣。因此，目前，

日本金融業在地方政府資助下，發行電子貨幣已成為風潮，值得重視。 

 

二、 特色(新功能) 

電子貨幣原來採取存摺、支票以及紙幣型態發行流通，依據法令規定無法

儲值。日本君津信合社申請電子票證執照發行的電子區域貨幣形同電子貨幣，

即具有貨幣儲值的功能，而與法定貨幣相近如表一所示。 

由表一可知，電子區域貨幣因有法源，視為電子貨幣，性質近似法定貨幣，

流通、支付功能大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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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法定貨幣、電子區域貨幣及消費券比較表 

 法定貨幣 電子區域貨幣 消費券 

發行主體 中央銀行 地方政府、NPO、企業、信
合社等 政府 

發行總額 無限制 自行設限 設限 

交換價格 可與外幣
交換 

多採與法定貨幣固定價格交
換方式 

固定交換法定
貨幣 

貨幣 
三功
能 

交換媒介 ○ ○ ○ 

價值標準 ○ ○ ○ 

價值儲藏及 
延期支付 ○ ○ X 

循環流通 ○ ○ X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捌、 區域貨幣經濟學家新觀點 

2008 年金融海嘯以來，全球的地方經濟普遍低迷，為期因應，區域貨

幣發行益趨積極。面對此一現象，近年來諸多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對於區

域貨幣已有新觀點如次： 

一、 Kristofer Dittmer (2013) 

Local currencies for purposive degrowth? A quality check of some proposals 

for changing money-as-usual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quality check of the degrowth movement’s 

proposal of local currencies as tools for advancing socially equitable and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degrowth.  

Local currencies that appeal for elite support-without mass popular 

backing – have shaken off most radical connotations, and are vulnerable to 

changing policy agendas. Given the present historical conjuncture of popular 

outrage against the banking secto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egrowth 

movement would improve its chances of contributing to purposive degrowth 

by prioritizing government-centred ecological reform of the monetary 

system over local curr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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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tmer 為生態經濟學家，目前在西班牙巴塞隆納任教。Dittmer 認

為，在現行的貨幣體系下，過度重視經濟成長，導致全球生態環境遭

到破壞。 

  為期因應，Dittmer 認為，只有透過以區域貨幣為中心，進行貨幣

體系的改革，才能徹底改變過度追求經濟成長，導致過度消費破壞全

球生態環境的惡果。 

 

二、 Gill Seyfang (2013) 

Growing green money? Mapping community currenc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allel sustainable monetary systems are being developed by civil 

society group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informed by 

ecological economics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value, economic scale 

and growth, and responding to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current global 

financial systems. These parallel systems of exchange (or community 

currencies) are designed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localis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and substituting for material 

consumption, valuing work which is marginalised in conventional labour 

markets, and challenging the growth-based monetary system. 

  吉爾·西凡為英國利茲貝克大學博士，目前任教於利物浦環境科學

學院。西凡認為，區域貨幣可與目前貨幣體系並存。同時，區域貨幣體

系可以協助地方經濟發展，提供社會資本，減少過度消費，有助環境

保護。 

 

三、 Noel Longhurst & Gill Seyfang (2015) 

What influences the diffusion of grassroots innovations for sustainability? 

Investigating community currency niches 

Community currencies (CCs) are parallel exchange mechanisms 

designed to exist alongside conventional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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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st historical CCs focused on economic imperatives, many recent 

CCs are geared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a range of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Social goals include building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rewarding and enhancing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enabling social inclusion and cohesion; Economic goals include 

promoting stronger local economies, giving people and businesses a tool and 

an incentive to trade with local rather than global actors. Environmental 

goals can reduce transport costs and pollution. 

Noel Longhurst現為英國東安格里亞大學(University of Anglia)經濟

學教授，Longhust 認為，區域貨幣體系與傳統貨幣體系併存，具有相

乘效果。 

Longhust 認為以往區域貨幣，著重地方經濟活絡化。事實上，近

年來的區域貨幣則更為多樣化：除了活絡經濟外，尚可累積資本，凝

聚地方共識。降低運送成本，減少環境污染。 

 

四、 Guillaume Vallet (2016) 

A local money to stabilize capitalism: the underestimated case of the WIR 

As a result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economists have paid 

increased attention to local monies designed in an effort to create a new kind 

of economy, as well as new ways to develop social links. 

As a result of the ongoing financial crisis, many projects have emerged 

in the hope of reduc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downturn. Among these 

initiatives we find local monies, which are set up to encourage trade within 

a community of citizens and/or between companies. 

A local money to stabilize capitalism. 

    Guillaume Vallet 為法國格勤諾布爾大學經濟學教授，對於區域貨

幣的體認更為具體深入，Vallet 認為: 

    其一，近年來，傳統金融體系屢屢造成金融危機，區域貨幣因而

快速普及，因而形成為新經濟(合作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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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資本主義下的市場經濟暴走(失控)，產生諸多不良後遺症，

諸如貧富不均、環境破壞等。區域貨幣體系的普及，可以穩定暴走資

本主義下的市場經濟，值得重視。 

    綜言之，諸多經濟學家已體認到，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目前

已經造成金融危機頻繁發生以及產生環境污染。而合作經濟新體制下的區

域貨幣，適可緩和穩定資本主義的不良影響，值得重視。 

 

玖、 結論 

歸納上列所述，可將所得重點列示如下： 

一、 Global Game 的結果，財富集中到主要國，卻造成貧富不均深化。新興

國為彌補增加收益，濫墾林地，環境遭到破壞，日形嚴重。 

二、 1995 年網路時代來臨，2000 年代起，由於科技快速創新，通信載具的

迅速普及。電子區域貨幣迅速崛起，功能效益大為提升，其合作經濟

精神深化。 

三、 歐洲特別是日本，基於信合社等合作金融機構的合作經濟理念與區域

貨幣的合作經濟精神不謀而合。當局體認到，由信合社等發行電子區

域貨幣，成效最佳。 

四、 信合社與金融科技公司策略聯盟，利用科技公司提供平台進行電子區

域貨幣便捷價廉交易，而信合社則提供電子區域貨幣使用者，包括帳

戶、匯款、兌換及相關管理服務等，便捷可信。 

五、 2010 年以來，諸多國際著名經濟學家，經實證顯示，電子區域貨幣的

出現，貨幣功能提升，貨幣流通速度大增，而稱之為新經濟(合作經濟)。

並且，與現存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貨幣體系共同存在，相輔相成，有助

於目前「暴走」下資本主義的穩定。 

六、 日本於 1999 年才引進區域貨幣，金融海嘯後快速普及。2014 年日本為

澈底因應少子老齡化，人口過度集中都市，村鎮空洞化問題，而訂定

地方創生法，由中央責成地方政府配合推動。2019 年檢討結果，認定

由地方政府補助信合社，結合科技公司，發行電子區域貨幣，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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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復甦、人口回流成效最佳而列為地方創生推動重點之一。 

七、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嗣後經濟受到疫情衝擊空前巨大。就國內而

言，為期因應，除了紓困救窮，消費券救急之外。中長期對策，似宜推

動地方創生，政府協助信合社等發行電子區域貨幣，以收成效，日本

經驗，可供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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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的成功因素與對合作社的啟發 

黃旭立 教授 

國立臺北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摘要 

這項研究從客戶的角度探討共享經濟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使用關鍵

事件技術取得讓客戶特別滿意或不滿意的事件，並歸納成可能的成功因素。

接著，使用狩野調查法衡量這些因素的關鍵性。結果顯示價格透明度、隱

私性、資訊正確性和合法性是最關鍵的因素。由於共享經濟與合作事業都

是基於成員的互助合作以達到共同的目標，本研究也對合作事業的管理提

出建議。 

關鍵字：共享經濟、合作社、關鍵成功因素、關鍵事件技術、狩野模型 

壹、 緒論

共享經濟公司，例如，Uber 和 Airbnb，取得了巨大的成功。這兩家公

司不僅享譽全球，而且在各自的市場中取得巨大的占有率。然而，有些共

享經濟公司，例如，oBike 與 WeWork，則是黯然退出市場或是仍在為存活

而煩惱。隨著共享經濟的普及，新創公司大量湧現。有些成功、有些失敗。

因此，了解決定成功或失敗的因素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目前已有一些研究

探討共享經濟公司失敗的原因。Chasin, von Hoffen, Hoffmeister, and Becker 

(2018) 訪談了十七家失敗的共享經濟公司的管理者，整理出導致失敗的七

個原因：缺少服務供應商，對共享市場的分析不足，信任和安全問題，隱

藏的資源需求，無法擴展的技術設計，不清楚的法律環境以及透過收購終

止業務。Täuscher and Kietzmann (2017) 分析失敗的共享經濟公司管理者的

說詞，歸納出導致失敗的六個原因：客戶鎖定率低，對服務品質的控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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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閒置資源的激烈競爭，交易頻率低，開發雙方市場的成本高以及法律環

境的非預期變化。但是，從客戶的角度來看，哪些因素可以決定共享經濟

公司的成功，也是急需要了解的。為了生存，公司必須採取正確的措施並

保持競爭優勢。這些「正確的措施」被稱為關鍵成功因素。

為了探索共享經濟的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旨在找出與共享經濟服務

的客戶滿意度高度相關的因素。客戶滿意度已被證實是影響成功的重要因

素(Kanji, 1998)。如果產品或服務不能滿足客戶的期望並獲得滿意的體驗，

這些客戶將轉向其他公司(Anderson, Fornell, & Mazvancheryl, 2004)，這意

味著，如果共享經濟公司可以提供能滿足客戶的產品或服務，公司就能成

功。因此，本研究使用關鍵事件技術(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從客戶的

角度尋找可能的成功因素，並使用狩野模型(Kano model)分析哪些因素對

實現客戶滿意度最為關鍵。

共享經濟也稱作協同經濟(collaborative economy)，是透過網路連結一

群具有共同目標的人，透過合作，讓他們的資產能夠被充分的運用。而合

作社則是一群人，藉著企業經營的方法，為追求其共同的經濟、社會與教

育目標，而結合的組織。共享經濟與合作事業都是透過一群人的合作來達

到某種經濟目的。不同的是，合作社是正式的組織而共享經濟則是透過資

訊科技將資產的供給者與需求者做媒合與連結，並非正式的組織。透過共

享經濟關鍵成功因素的探討，本研究也希望能對合作事業帶來啟發，在合

作事業的管理與發展上提出建議。 

貳、 文獻探討

一、 共享經濟 

現今，許多公司擁抱了共享經濟這個理念。他們可能使用不同類型的

商業模式，但他們都運用了資訊科技來媒合需求端與供給端 (Stokes, 

Clarence, Anderson, & Rinne, 2014)。除了新創公司，一些傳統公司也開始加

入共享經濟。例如，汽車商 BMW 提供了 DriveNow 汽車共享平台，在英

國，奧地利，意大利和瑞典啟動了這種商業模式，同時在美國提供了

ReachNow 汽車共享服務(Jim, 2017)。共享經濟不再是年輕企業的專利，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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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啟發了傳統公司進行數位轉型。 

「共享經濟」是指透過線上平台分享未充分利用的資產的經濟活動。

共享經濟也被稱為協同經濟、租用經濟、零工經濟(Gansky, 2010; Stokes et 

al., 2014)。共享經濟的關鍵特徵包括未充分利用的資產，供應商，客戶以

及可以媒合供應商和客戶的網路平台。Stokes et al. (2014)對共享經濟的定

義是，「使用網際網路來連結分散在各地的人群，以便善加利用商品、技能

和其它有用的東西。」他們還將共享經濟分為四類活動：協同消費、協同

生產、協同學習和協同金融。Rinne (2017) 認為「協同消費」是最接近共享

經濟原始定義的概念。因此，本篇研究著重於涉及協同消費的共享經濟。 

協同消費被定義為運用資訊科技對傳統市場行為，例如，以物易物、

租用、交易和交換，的重塑，使這些行為得以大規模，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發生(Botsman & Rogers, 2011)。協同消費包含產品服務系統、再分配市場

和協同生活型態，三種類型。產品服務系統是透過服務，共享或租借公司

或是私人擁有的產品。再分配市場是透過社交網絡使二手商品可以從不需

要的地方重新分配到需要的地方。協同生活型態則是指具有共同興趣或利

益的人共同分享較無形的資產，包含時間、技能、空間等。本篇研究針對

產品服務系統和協同生活型態，因為共享經濟的主要思想是朝著租用商品

而不是擁有商品的方向轉變(The Economist, 2013)。本研究不考慮再分配市

場，因為它是幫助人們找到和擁有二手商品，而不是暫時租用商品。 

 

二、 關鍵成功因素 

關鍵的成功因素是管理者可以透過其決策影響並對企業在產業中的競

爭地位產生重大影響的變量(Hofer & Schendel, 1978)。對企業而言，關鍵成

功因素是少數幾個最重要的因素，若是關鍵成功因素能被滿足，將確保企

業能獲得成功的競爭優勢。因此，管理者必須持續且特別注意這些因素

(Boynton & Zmud, 1984; Bullen & Rockart, 1981)。 

Rockart (1979)使用了一種三階段方法來識別關鍵成功因素。第一階段

從組織中的高階管理人員獲取資訊需求。第二階段審查高階管理人員的意

見，並評估其優先順序。第三階段是選擇性的，如果研究人員對某些因素

感到困惑，他們將安排與參與者的另一次會議並再次討論。一些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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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了半結構化的問卷，其中包括公司所屬特定產業過去的關鍵成功因素，

然後要求高階管理人員評估每個因素的重要性，並確認哪些因素對公司的

影響最大(Jennex, Amoroso, & Adelakun, 2004; M. Beheshti, K. Blaylock, A. 

Henderson, & G. Lollar, 2014; Remus & Wiener, 2009)。儘管已有多種方法用

來辨識關鍵成功因素，但是研究人員通常是透過詢問高階管理人員哪些因

素可以使公司具有競爭優勢，來發現關鍵成功因素(Murali Manohar & Bairi, 

2011)。 

很少有研究是從客戶的角度辨識關鍵成功因素。有些研究透過文獻探

討以確定潛在的因素，開發問卷，並從客戶那裡收集資料，以便了解哪些

因素會影響客戶繼續使用特定的產品或服務(Chen, Gillenson, & Sherrell, 

2004; Kim & Park, 2003; Selim, 2007)。也有研究人員使用客戶意見分析來

識別關鍵成功因素。例如，Wang and Hung (2015) 對客戶意見進行了內容

分析，以確定客戶在做購買決策時真正關心的因素。 

為了從客戶的角度識別共享經濟中的關鍵成功因素，我們使用關鍵事

件技術和狩野調查法來找出與客戶滿意度高度相關的因素。與過去的方法

相比，結合關鍵事件技術和狩野調查法具有多個優勢。首先，由於關鍵事

件技術已廣泛用於收集客戶最難忘的事件，因此，此方法可以真實了解客

戶的想法並幫助我們了解影響客戶滿意度的事件種類(Bitner, Booms, & 

Tetreault, 1990)。接著，狩野調查法使研究人員能夠識別出對客戶滿意度影

響最大的因素，從而可以根據重要性對因素進行排名。 

 

三、關鍵事件技術 

關鍵事件是指令人難忘的互動，尤其是令人滿意或不滿意的事件

(Bitner et al., 1990)。關鍵事件技術是用於收集有關特定情況下某些重要事

件的程序。此技術可以記錄已觀察到會導致特定任務成功或失敗的事件和

行為。關鍵事件技術常用於分析造成服務失效的原因(Goldschmidt, Chung‐

Herrera, & Doug Hoffman, 2004; Greenwell, Lee, & Naeger, 2007; Greml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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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關鍵事件技術來尋找關鍵成功因素具有幾個好處。首先，

此技術可以幫助訪談者完整記錄受訪者敘述的關鍵事件。受訪者可以使用

自己的語言來描述他們的情況。另一個好處是，與傳統調查法相比，此技

術可以減少研究人員先入為主的觀念影響，並使受訪者對描述他們的經歷

感到更加自在。 

 

四、狩野模型 

狩野模型(見圖一)由狩野紀昭所提出，可以幫助公司區分哪些是客戶

認為必要的東西。狩野博士認為客戶滿意度是產品或服務功能的非線性函

數，並提出五個主要的品質屬性(Berger, 1993)，分述如下。必備屬性(must-

be attributes)是客戶認為必不可少的功能。這些屬性非常基本，除非公司未

能提供，否則客戶不會注意到它們。提供這些屬性，客戶滿意度不會得到

改善。但是，如果缺少這些屬性，客戶滿意度會急劇下降。一維屬性(one-

dimensional attributes)也稱為績效屬性，這意味著公司提供此屬性越多，客

戶的滿意度就越高，反之則滿意度越低。魅力屬性(attractive attributes)對於

產品或服務不是必需的。當魅力屬性存在時，顧客會很高興，若不具備此

屬性，顧客也不會抱怨。反向屬性(reverse attributes)是一維屬性的相反。如

果公司提供這些屬性，則客戶實際上會不喜歡它。這些屬性的存在會導致

客戶不滿意，而不提供這些屬性則會提升滿意度。無關緊要屬性(indifferent 

attributes)與客戶滿意度無關。因此，該屬性是否存在不會影響客戶的滿意

度。客戶並不關心此功能，為客戶提供這些屬性只會浪費公司資源。 

狩野模型提供了一些規則來定義品質屬性的重要性。這些屬性的重要

性優先順序為必備屬性>一維屬性(反向屬性)>魅力屬性>無關緊要屬性

(Shahin, Pourhamidi, Antony, & Hyun Park, 2013)。這些優先順序可幫助管理

人員認識到哪些因素比其他因素更重要。因素的關鍵程度取決於該因素對

於客戶滿意度所必需的程度(Matzler, Hinterhuber, Bailom, & Sauerwein, 

1996)。本研究使用關鍵事件技術找出可能的成功因素，然後使用狩野法評

估其關鍵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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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狩野模型 

 

參、 研究方法 

一、 蒐集關鍵事件 

我們訪談使用過共享經濟服務的顧客，受訪者必須：（1）具有產品服

務系統或協同生活型態服務的使用經驗，並且（2）過去六個月內，擁有印

象深刻的滿意或不滿意的經歷。訪談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我們蒐集

了有關受訪者的基本背景資料以及所使用的服務類型。第二與第三階段，

分別蒐集令受訪者不滿意的事件與滿意的事件。 

我們請受訪者回想過去 6 個月所使用過的共享經濟服務，在與資訊系

統 (例如 app、網站、kiosk 資訊站等)、員工或是服務提供者的互動過程中，

是否曾有感到不滿意(滿意)的使用經驗發生。使用 Bitner et al. (1990)所提

出的問項以識別哪些服務事件特別令人不滿意或不滿意。包含：(1)是在使

用哪一個共享經濟服務時發生的？(2)此事件是何時發生的?(3)在什麼樣的

情況下，導致這樣的事件發生?(4)此事件發生時，系統、員工或服務提供者

有何種反應?是否說了或做了什麼？(5)此次事件造成了什麼結果才導致您

對這個互動不滿意(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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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類關鍵事件 

我們根據主題對蒐集到的事件做分類。卡片分類是一種探索如何組織

物品或內容項目的方法(Spencer, 2009)。卡片代表需要分類的想法或項目。

我們將一個事件的描述列印在一張卡片上，再由分析人員移動卡片，將類

似主題的事件歸為一類。 

在分析人員完全了解事件和分類規則之後，才開始對卡片進行分類。

分析人員可以基於相似性將卡片分類為不同的類組，然後對不同的類組命

名。每個類組即代表一個品質屬性（可能的成功因素）。 

 

三、 排序成功因素 

我們使用網路問卷進行調查，邀請使用過共享經濟服務的顧客參加。

我們使用狩野調查法(Berger, 1993)，向參與者詢問兩個問題：(1) 如果共享

經濟服務「具備」[屬性 X]，您的感覺是如何？(2) 如果共享經濟服務「不

具備」[屬性 X]，您的感覺是如何？填答者依據最近使用過的服務，並選擇

以下五個選項之一做回答：(1)喜歡；(2)理所當然；(3)毫無感覺；(4)能忍受；

(5)不喜歡。 

在填寫完問卷後，將上述兩題的選項參照狩野評估表(見表一)進行比

較，以辨別該屬性是哪一種品質屬性。例如，如果填答者針對屬性 X 選擇

了如果具備則喜歡，如果不具備則不喜歡，可推論出填答者認為該屬性是

一維屬性。 

最後，我們計算所有填答者將某一屬性分類為特定類型的數量。如果

大多數填答者認為某個屬性屬於特定的品質屬性類型，則將該屬性標記為

該類型。而各屬性的關鍵性則依照必備屬性>一維屬性>魅力屬性>無關緊

要屬性的順序排列。如果有兩個或多個屬性屬於同一類型，則依次根據第

二、第三最多票數的類型做關鍵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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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狩野評估表 

 
不具備 

喜歡 理所當然 毫無感覺 能忍受 不喜歡 

具 
備 

喜歡 Q A A A O 

理所當然 R I I I M 

毫無感覺 R I I I M 

能忍受 R I I I M 

不喜歡 R R R R Q 

A: attractive; M: must-be; R: reverse; O: one-dimensional;  

I: indifferent; Q: questionable. 

肆、 分析結果 

一、關鍵事件 

採用關鍵事件技術進行的研究，該蒐集多少事件，沒有標準的公式決

定。一般而言，如果活動相對簡單，50 到 100 個事件就足夠了。而事件的

品質比受訪者的人數更為重要 (Hughes, 2007)。我們共採訪了 42 位使用過

產品服務系統或協同生活型態服務的客戶，男性 16 人、女性 26 人。共蒐

集了 311 起關鍵事件，其中 182 起（58.5％）為滿意事件，129 起（41.5％）

為不滿意事件。 

 

二、可能的成功因素 

六位企管系的研究生參與卡片分類，分成兩個小組，每組三人。每個

小組各自對所有蒐集到的關鍵事件進行分類。如果兩個小組的兩個類別的

名稱不同但涵義相似，我們選擇最能表達涵義的名稱。如果兩個小組將一

個事件分為兩個不同的類別，我們則諮詢一位熟悉共享經濟的專家來決定。

最後，所有關鍵事件被分成 26 類，如表二所示。這些類別即是共享經濟服

務的可能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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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可能的成功因素 

成功因素 說明 

評價系統 平台營運商在 App、網站或 kiosk 上面，讓消費者

可以看到其他人對於資產提供者的留言與評價的

機制，同時讓消費者在使用服務結束後，能針對特

定的資產提供者進行評分與評價。 

價格透明 平台營運商在 App、網站或 kiosk 上面，先讓消費

者看到該次服務價格，再讓消費者決定是否要使用

該次服務。 

易用性 指服務平台（App、網站或 kiosk）的操作是相當友

善與容易使用。 

帳戶可用性 消費者可以在任何地方（不同地區或國家）用相同

帳戶使用服務。 

符合需求的服務 平台營運商會根據消費者不同需求，提供不同等級

的服務。 

多樣的支付方式 平台營運商在 App、網站或 kiosk 上面，提供多元

的方式讓客戶進行支付。 

有用性 服務平台（App、網站或 kiosk）提供消費者有用的

功能，例如運輸服務平台提供定位功能、地圖功能，

能幫助消費者有效的完成工作。 

額外服務 資產提供者與平台營運商主動提供更多的服務給

客戶。 

有效的客戶服務 資產提供者與平台營運商提供良好的客戶服務並

能快速處理客戶問題。 

維護良好的設備 維護良好的設備是指資產提供者與平台營運商定

期維護設備，例如，汽車、腳踏車等。 

服務態度 資產提供者讓消費者感受到友善與尊重。 

有競爭力的服務品質 資產提供者提供比非共享經濟服務產業提供者，

如：計程車、飯店，更佳的服務品質。 

有效的溝通 有效的溝通是指資產提供者與消費者有良好的對

話，能夠互相理解。 

當地文化特色 資產提供者提供具有當地風土民情的服務。 

行為準則 平台營運商詳細規範資產提供者的行為，以期望能

帶給客戶良好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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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可能的成功因素(續) 

成功因素 說明 

服務品質一致性 平台營運商確保所有資產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都

保有一定的品質。 

省錢 該服務能減少消費者的開銷與成本。 

有競爭力的價格 平台營運商提供比競爭者更優惠的價格。 

社交的功用 該服務有助於認識新朋友或與其他人進行互動。 

便利性 平台營運商能讓客戶更輕鬆、更有效率的獲得服

務。 

隱私性 資產提供者與平台營運商保護消費者個人資料。 

資訊的正確性 消費者從資產提供者、平台營運商與服務平台

（App、網站或 kiosk）得到的資訊一致。 

設備合用性 服務中所使用的設備設計良好。 

簡易退款流程 辦理退款簡單快速。 

專業素質 資產提供者有足夠的能力與技能，提供消費者所需

的服務內容。 

合法性 該服務遵守當地的法律。 

 

三、關鍵成功因素 

我們採用狩野調查來了解各因素對於客戶滿意度與不滿意度的關聯，

以確定哪些因素最為關鍵。對於狩野調查，通常有 20 個以上的樣本便能揭

露一些事實真相 (Rhea, 2019)。我們透過網路總共獲得 420 個有效樣本。

男、女各 210 位。根據填答者的回應，我們將 26 個因素標記為必備（M）、

一維（O）、魅力（A）或無關緊要（I）。再依據其重要性進行排序（M > O 

> A > I），從而找到共享經濟中的關鍵成功因素。表三依序根據第一、第二、

第三多票數的類型做關鍵性排序。結果顯示，最關鍵的因素是價格透明度，

隱私性，資訊正確性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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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共享經濟成功因素關鍵性排序 

因素 第一多票數 第二多票數 第三多票數

價格透明 O M A

隱私性 O M A

資訊的正確性 O M A

合法性 O M A

簡易退款流程 O A M

維護良好的設備 O A M

有效的客戶服務 O A M

有效的溝通 O A I

便利性 O A I

服務態度 O A I

易用性 O A I

專業素質 O A I

設備合用性 O A I

省錢 A O I

有競爭力的價格 A O I

有用性 A O I

服務品質一致性 A O I

行為準則 A O I

額外服務 A I O

多樣的支付方式 A I O

有競爭力的服務品質 A I O

帳戶可用性 A I O

符合需求的服務 A I O

社交的功用 I A O

當地文化特色 I A O

評價系統 I 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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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將共享經濟服務分成產品服務系統與協同生活型態來看。對於

產品服務系統，有 184 位填答者使用了這種共享經濟服務。根據他們的回

答，最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是維護良好的設備，價格透明，資訊的正確性

和合法性（如表四所示）。共有 236 位填答者使用了協同生活型態服務。根

據排名（參見表五），最關鍵的因素是價格透明度，資訊準確性和隱私性。

表四 產品服務系統成功因素關鍵性排序 

因素 第一多票數 第二多票數 第三多票數

維護良好的設備 O M A

價格透明 O M A

資訊的正確性 O M A

合法性 O M A

隱私性 O M I

簡易退款流程 O A M

易用性 O A M

設備合用性 O A M

有效的客戶服務 O A M

便利性 O A I

有效的溝通 O A I

服務態度 O A I

有用性 O A I

專業素質 O A I

省錢 A O I

有競爭力的價格 A O I

服務品質一致性 A O I

額外服務 A I O

多樣的支付方式 A I O

有競爭力的服務品質 A I O

帳戶可用性 A I O

符合需求的服務 A I O

行為準則 A I O

社交的功用 I A O

當地文化特色 I A O

評價系統 I 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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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協同生活型態成功因素關鍵性排序 

因素 第一多票數 第二多票數 第三多票數

價格透明 O M A

資訊的正確性 O M A

隱私性 O M A

簡易退款流程 O A M

服務態度 O A M

維護良好的設備 O A M

合法性 O A M

有效的溝通 O A I

易用性 O A I

有效的客戶服務 O A I

行為準則 O A I

省錢 A O I

有競爭力的價格 A O I

有競爭力的服務品質 A O I

帳戶可用性 A O I

服務品質一致性 A O I

便利性 A O I

有用性 A O I

符合需求的服務 A O I

專業素質 A O I

設備合用性 A O I

額外服務 A I O

當地文化特色 A I O

多樣的支付方式 A I O

評價系統 A I O

社交的功用 I 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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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論 

本研究使用關鍵事件技術與狩野調查法，從客戶角度探索出與滿意度

高度相關的關鍵成功因素。不僅能幫助共享經濟公司，了解為了在市場存

活並取得競爭優勢所應特別重視的品質屬性，也能對合作社帶來一些啟發。 

一、 從不同角度了解關鍵成功因素 

Bruynis, Goldsmith, Hahn, and Taylor (2001)針對 52 家農業行銷合作社

的管理人員做訪談，發現成功因素包含維持足夠的業務量，管理團隊的培

訓，雇用有經驗的經理人，管理團隊要及時掌握正確的財務報表，充足的

淨資產，與會員或顧客訂定協議以降低風險並確保業務量。Carr, 

Kariyawasam, and Casil (2008)訪談了 17 家合作社，其橫跨農產、食品、醫

療保健，電信與電子產業。他們指出合作社組織的成功因素包含好的地理

位置，有經驗的管理者，財務穩定，開放的董事會以及合乎政府法令。過

去有關合作社成功因素的研究也多側重於管理者的觀點，缺乏一般會員的

觀點。從我們的研究可以看出，一般使用者的觀點與管理者的觀點有很大

的不同！管理者較注重財務、業務、成本與市場或法律環境，而一般使用

者則注重服務滿意度。因此，從不同利害關係人的角度，去全面性的了解

影響組織成敗的因素是必要的。

二、 資訊科技與共享觀念的運用 

資訊科技可以帶動創新，產生新的商業模式。運用資訊科技讓存在已

久的買賣交易行為得以透過網路進行，創造了電子商務的巨大市場與便利。

而共享經濟則是將已經存在多年的租賃與資源分享行為透過網路與行動裝

置來媒合與進行，也創造了巨大的經濟價值並對環境更為友善。合作社組

織也應思考如何運用資訊科技來連結分散在各地具有共同目標的人並促進

其互助合作。最直覺且合理的方向就是將共享經濟的模式運用在合作事業，

因為兩者都是以參與者的協同合作為基礎。例如，在印度，超過三分之二

的農民皆為小農，他們擁有的田地小於一公頃並且缺乏資金。這些小農依

靠體力勞動，因為他們負擔不起先進的農具。為了幫助這些小農，Adwit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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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 與他的父親 Rohtash Mal 創立了 EM3 Agri Services (em3agri.com)。此

項服務運用網路與行動裝置，讓小農可以透過 APP 租用各種耕作所需的設

備與服務並線上付款。透過定位，通知離小農距離最近的服務中心提供服

務。農民以每小時或每英畝的服務使用量支付費用。這比僱用依靠體力的

勞工更便宜且有效率，而農民也不用購買昂貴的設備(Kashyaap, 2017)。

Asian, Hafezalkotob, and John (2019)以數學模型模擬農民合作社以共享的方

式處理生產庫存計劃、定價和利潤分配問題。結果證實了基於共享經濟的

合作社機制能夠促使社員整合他們的生產和物流活動，從而改善了資源的

利用率，使他們能夠降低成本並獲得更高的利潤。我們的研究也顯示在使

用資訊科技提供共享服務時，確保價格透明，資訊安全與正確，系統的易

用性、有用性，並能支援多樣的支付方式與帳戶可用性，是影響滿意度的

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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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的成功因素與對合作社的啟發

與談人：詹場 系主任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是消費者(生產者)彼此合作、各得所需之市

場或交易平台。是一種共用資源的運作方式，包含不同的個人與組織對商

品和服務的創造、生產、分配、交易和消費的共享。1例如本文提及的 Uber

叫車服務平台與 Airbnb 住宿服務平台。如同本文所述，共享經濟又稱協同

經濟 (collaborative economy，合作經濟)，可歸為四類：合作消費、合作生

產、合作學習和合作金融(Stokes et al. (2014)。2 

本文聚焦於合作消費之「產品服務系統」及「協同生活型態服務系統」

之關鍵成功因素。3訪談 42 位使用過上述兩種系統之客戶，蒐集 311 起事

件，包含 182 起(58.5％)滿意事件；129 起(41.5％)不滿意事件。由上述事件

歸納出共享經濟 26 個潛在的成功因素，進一步運用狩野紀昭之調查法，進

行其關鍵性之衡量。依據 184 位「產品服務系統」使用者之調查結果，顯

示最關鍵之成功因素為：1.維護良好的設備，2.價格透明，3.資訊的正確性。

依據 236 位「協同生活型態服務」使用者之調查結果，顯示最關鍵的成功

因素為：1.價格透明度，2.資訊準確性，3.隱私性。 

本文之特色：1.以客戶角度探討共享經濟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異於

傳統以管理者之角度探討，2.異於 Chasin et al.(2018)及 Täuscher and 

Kietzmann (2017)分析共享失敗之原因。本文主要貢獻：1.從共享經濟使用

者之滿意度的觀點進行分析關鍵的成功因素，和管理者從財務、營運及法

律等構面分析具有互補功能。從組織不同利害關係人角度分析，有利於確

實掌握關鍵的成功因素。2.給合作組織帶來更成功之運作方式啟發，建議

合作社組織思考如何運用資訊科技來連結分散在各地具有共同目標的人並

1  源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4%BA%AB%E7%B6%93%E6%BF%9F 
2 Stokes, K., E. Clarence, L. Anderson, and A. Rinne. (2014). Making Sense of the Uk Collaborative Economy. 
3 合作消費通常產品服務系統、合作生活型態及再分配市場等三類，本文聚焦於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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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其互助合作，同時將共享經濟的成功運作模式運用在合作事業，因為

兩者都是以參與者的協同合作為基礎。對本文之建議：1.強化表四「產品服

務系統成功因素關鍵性排序」及表五「協同生活型態成功因素關鍵性排序」

之比較及分析，2.強化受訪者屬性、滿意度、不滿意度及關鍵成功因素之分

析。

共享經濟提供了新型的共贏經營模式，但不一定專屬於新興企業的專

利，例如本文所述共享經濟是成為傳統企業的轉型利基，例如本文所提之

汽車商 BMW 在歐、美地區，分別提供 DriveNow、ReachNow 之汽車共享

平台。。EM3 Agri Services (em3agri.com)農具共享服務平台。又如臺灣捷

安特公司提供 U-bike 單車租賃平台。由上述釋例可知，共享經濟讓消費者

或生產者以相對低的成本、較快的速度，獲得所需之商品或勞務。又能充

分運用資源，促進經濟永續、環境永續、提升大眾福祉之運作方式。

共享經濟可以克服現代化快速生產、過度消費、耗用資源、製造污染

之問題。以快時尚(fast fashion)為例，H&M 在瑞典推出服裝租賃服務，租

賃「想要嘗試」之服飾；美國 Le Tote 服裝租賃平台收購有百年歷史的連鎖

百貨公司 Lord & Taylor。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之「快時尚的真實成

本」（The true cost of fast fashion）：消費者買衣服的數量，和穿上所買衣服

之數量不成比例，多數當垃圾處理掉。」，麥肯錫（McKinsey）公司 2016

年的報告：2015 年全球服飾總營收為 1.8 兆美元，2025 年將達 2.1 兆美元。

全球服裝產量在 2000 到 2014 年間翻倍，消費者保留衣服的時間縮半。 

共享經濟帶給政府經濟之啟發是突破傳統經濟(國民所得)成長思維框

架：國民所得(總需求)=投資+消費+政府支出+(出口-進口)。政府為了提升

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而採取提振投資、刺激消費、增加政府支出、促進

出口，引發過度投資、過度消費、過度支出、過度出口(生產)。導致過度耗

用資源，污染環境，造成溫室效應，危害環境及企業之永續發展。就人民

而言，共享經濟提供惜福愛物的消費及生產型態。緩和「想買就買、想丟

就丟」、「想用就買，買後少用」之消費習性，以及「競相生產」、「刺激購

買」之生產思維。從而共享經濟能緩和人們的貪欲，利益身心健康，同時

不致於成為自然環境及後代子孫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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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之理念符合聯合國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之 10 個目標

(序號)：1.消除貧窮(1)，2.消除飢餓(2)，3.確保健康及促進福祉(3)，4.確保

享有水及衛生(6)，5.確保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的能源(7)，6.促進

永續的經濟成長(8)，7.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12)，8.採取因應氣候變遷措施

(13)，9.保育及永續利用海洋資源(14)，10.保護、維護及促進陸域生態系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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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的成功因素與對合作社的啟發 

與談人：黃惠敏 秘書長

B 型企業協會 B Lab Taiwan

此篇論文著重於探討共享經濟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有別於過去從訪

談共享經濟的管理者整理出失敗原因，此篇論文則是從客戶的角度，分析

哪些因素可以決定共享經濟公司的成功，這是一個創新。

另外，共享經濟與合作事業有別於一般的營運模式，都是基於成員的

互助合作以達到共同的目標，因此有相互可參考之處。過去有關於共享經

濟產生的種種不公平現象，合作經濟的模式所能提供的啟發，已有諸多討

論。此篇論文則從另外一個角度，著重於共享經濟的成功因素，對於合作

社的啟發，是另一個創新。

本篇論文從客戶的角度分析共享經濟可能的成功因素，透過關鍵事件

技術歸納出包括評價系統、價格透明、合法性等等 26 個因素。再經由狩野

調查法確認最關鍵的因素是：價格透明度，隱私性，資訊正確性和合法性。

此外，本篇論文提出共享經濟可帶給合作經濟兩個啟發。第一，有別

於管理者的觀點，從客戶角度，去了解影響組織成敗的因素是。第二，合

作社組織也應思考如何像共享經濟一樣發揮資訊科技的功用，來連結分散

在各地具有共同目標的人，並促進其互助合作。

就客戶角度分析共享經濟成功因素而言，透過狩野調查法，此研究將

每個因素的重要性分為必備（M）、一維（O）、魅力（A）或無關緊要（I），

再依據其重要性進行排序（M > O > A > I），從而找到共享經濟中的關鍵成

功因素。此分析方式比常見的李克特五點量表，能讓受訪者在受訪時，對

於每個因素的考量，更清楚反映其真實想法。又，本研究之有效樣本數為

420 個，也遠高於一般常有 20 個以上的樣本便能揭露一些事實真相，來得

更具有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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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最關鍵因素的分析外，如果可以將受訪者背景資料，例如年齡、

性別、學歷等等與最關鍵因素進行分析，則可以進一步作為顧客區隔

（customer segmentation）的基礎。此能協助業者更加了解特定客群在意的

關鍵因素為何，提供更能令其滿意的客製化服務/產品，或行銷宣傳方式，

使所分析得出之關鍵成功因素更具商業運用價值。

此一研究方式，也適用於針對特定共享經濟業者，提供從客戶角度的

關鍵成功因素分析。相對於顧客滿意度調查，更能凸顯在眾多因素當中，

經營者應如何將資源做有效的優先順序安排配置。

就共享經濟對合作經濟的啟發而言，合作社若能多從客戶角度，更加

了解影響組織成敗的因素，也會提升顧客滿意度與成功機會。再者，合作

社組織若能像共享經濟一樣發揮資訊科技的功用，則能使訊息更加透明、

促進「使用，而非擁有」的商業模式、降低取得成本，以及提高資源利用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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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易：有公平的權力，才有公平的價格 

徐文彥 總經理 

生態綠股份有限公司 

壹、前言

對於「有機」的定義，我想環境運動的倡議者、有機產業的業者，以

及負責制定標準的主關機關可能彼此之間有不同的認知，目前施行的法規

或標準可能只是相互妥協後的可執行版本。所以，若把有機認證的標準就

當作有機的定義，那一定會引起許多爭議，因為標準只是當下通往願景所

能執行的策略性工具。願景與工具，總是有著一段落差，工具既然不是目

的，那勢必會隨著外在條件的改變，為求更有效的實現願景而有所調整。

同樣地道理，如果詢問什麼是「公平」？我相信問十個人可以得到十

一種答案。公平貿易該怎麼做？每個人心中也會有不同的想法。所以，討

論公平貿易的認證機制也要先釐清運動發展的脈絡，認證標準在每個時間

點因應當下問題所做的調整，倘若只用一個橫切面去檢視公平貿易的標準，

往往不盡公平。

所以這篇文章希望以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Wright Mills）在「社會

學的想像」以「歷史的想像力」、「人類學的想像力」、「批判的想像力」

這三個角度來解釋公平貿易的樣貌，也期望釐清一些大眾對於公平貿易的

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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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平貿易的發展歷史 

「公平沒有盡頭，需要不斷蛻變才能成長」 

一、1950~1988 源自教會的左翼社會運動 

公平貿易的型態最早可追溯到 1950 年的歐洲教會慈善活動，透過教

會的網絡協助銷售中南美洲的手工藝品，而且目的很明確的是募款，不具

有其他的意義1。公平貿易真正成為形成論述，對當時的國際發展局勢、

貧窮問題提出批判是在 1960~1970 年代。我們大概也可以想像當時左翼思

潮在全世界的興起，殖民經濟、第三世界、反壟斷、團結經濟、南方國家 

、切ꞏ格瓦拉...等都是當時最潮的名詞。所以，公平貿易算是當時熱血青

年想要建構一個對抗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的商業模式載體。1968 年「貿

易，而非援助 （Trade Not Aid）」的訴求在聯合國貿易與發展會議上被提

出，發展中國家需要公平的貿易關係才能解決貧窮問題，這項概念被廣泛

確認。 

第一間世界商店（World Shop）在 1969 年在荷蘭成立，爾後有數十

個類似的商店與另類貿易組織（ATO）在歐洲各國成立，這些商店多是由

志工營運，裡頭除了販售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外，也是宣揚第三世界國家獨

立自主理念的基地，陳列著南非曼德拉、尼加拉瓜桑定政權、坦尚尼亞獨

立運動等等的訴求2。 

 

二、1988~2003 建立標籤，走向市場 

儘管世界商店這類型的獨立店家在歐洲也開了不少，但個性鮮明且規

模太小，還是難以走入主流市場爭取更多群眾的支持。於是 1988 年荷蘭

推出 Max Havelaar 公平貿易標籤，成功的將公平貿易商品加上認證標籤，

進入超市通路，象徵公平貿易運動正式進入商業社會。標籤的功能讓公平

貿易的支持者容易就近在超市購買公平貿易產品，也讓一般消費者能從包

裝上發現公平貿易商品。Max Havelaar 的標籤行動非常成功，鼓勵了其他

國家公平貿易參與者的學習與仿效，短短六年的時間，全球十四個國家就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B9%B3%E8%B2%BF%E6%98%93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ir_trade#Solidarity_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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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十二個公平貿易標籤，每個標籤背後都是一個發行組織與自行一套

標準。 

就在公平貿易標籤興起的同時，因為冷戰結束與國際咖啡組織（ICO）

失靈，咖啡價格在 1990 年跳水式的崩盤，期貨價格從 2.5 元瞬間跌到 0.5

元。這樣慘絕人寰的跳樓價，也真的讓很多咖啡農燒了莊稼、失了土地3 

。如此現象更加見證了自由貿易體系的不穩定性，也是對第三世界國家農

民的系統性傷害。 

公平貿易參與者急切地想要拯救農民於水火，各國家的組織又各行其

是的發展不同的標籤，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場景，荷蘭、法國、比利時、盧

森堡如此相近相鄰的國家與市場，卻有各自的公平貿易標籤與標準，這無

疑對於支持者來說造成很大的困擾。 

於是在 1994 年開始有人倡議應該整合當前所有的公平貿易標籤與標

準， 1997 年在德國波昂成立的國際公平貿易組織（ FI, Fairtrade 

International）成功的整合全球 12 個公平貿易標籤與標準，帶領公平貿易

運動邁向下一個世紀。 

國際公平貿易組織的成立也直接造成另一個影響，農產品與手工藝品

在公平貿易商業發展模式上從此分道揚鑣。因為農產品是以大宗原物料的

型態在進行貿易，原物料需要經過多次交易與加工才能成為消費品。所以 

，國際公平貿易組織所發展出來的認證系統主要是針對農產品及其供應鏈

的管理，認證的標的是產品而非組織，以透明、可責的原則來管理供應鏈

上所有的參與者，以確保產品是符合公平貿易標準。 

反之手工藝品在產地的生產者組織即完成終端產品，無需再次加工，

而且通常一個生產組織會製造多種類型且無法標準化的多元產品，所以手

工藝品的規範標的主要是對於生產者組織，而不是針對商品。所以當國際

公平貿易組織成立後，手工藝品的生產者成立另一個世界公平貿易組織

（WFTO, World Fair Trade Organization）來認證手工藝品的生產組織。簡

單說，農產品認證是從終端產品順籐摸瓜進而管理整個供應鏈，認證的對

象是產品不是組織，任何代工廠或品牌商都可以參與公平貿易產品的生產 

，只要原料來源與去向是清楚可追溯。手工藝品的認證是針對生產者組織，

                                                 
3 https://okogreen.com.tw/blog/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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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組織的運作符合公平貿易規範，至於產品的來源與去處就沒有太嚴謹

的規範。 

農產品大多屬於民生消費品，手工藝品則否，這兩種產品的基本屬性

差異、認證標的差異，能鏈結的產業鏈與市場規模也差異巨大。農產品的

公平貿易認證模式像是為公平貿易運動裝了飛輪，無論是生產者組織或消

費市場都快速的蓬勃發展，許多跨國公司都成為公平貿易農產品的參與者 

。在九十年代以前手工藝品與農產品的銷售比例約為 8:2，到 2002 年已經

扭轉為 3:74。時至今日已差距非常巨大。 

本文主要聚焦在國際公平貿易組織（Fairtrade International）的農產品

認證機制，不談世界公平貿易組織（World Fair Trade Organization）的手

工藝品。 

 

三、2003~ 多元目標，團結行動 

國際公平貿易組織在 1997 年成立之後，花了五年的時間才將全球二

十國家、12 個不同的認證標準、認證機制與標籤識別統合起來。2003 年

發佈了全球一致的標準與標籤識別，成為現行成熟的運作體制。 

新的認證系統有幾項特點： 

 生產者擁有絕對權力：組織章程中明定保障生產者代表擁有二分之一

以上的董事會席次。國際公平貿易組織是世界上所有倫理消費標籤中

唯一由生產者主導的組織。 

 依循 ISO 17065 的標準建立獨立的第三方認證系統：國際公平貿易組

織為標準與標籤的管理者，不參與稽核。授權與國際公平貿易認證組

織（FLOCERT）進行獨立的稽核與供應鏈廠商（Licensee）的管理。5 

 整合多元目標的倫理消費標籤：有別於單一目標的認證，公平貿易標

準涵蓋的層面非常廣泛，不只是交易價格，另外包括組織運作機制、

財務透明度、人權保障（勞工、婦女、兒童）、環境保護等等。 

                                                 
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ir_trade#Handicrafts_vs._agricultural_goods 
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O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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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2003 年成功的整合 20 個創始國不同的系統與標準，換上一致性

的標籤，匯聚了所有支持者的能量，所以公平貿易運動在後續才越來越有

能量，成功地讓許多大企業願意參與採購與生產公平貿易產品，如：雀巢 

、星巴克、瑪莎百貨、無印良品...等等。2017 年公平貿易組織開放非會員

國申請註冊為公平貿易商，台灣的生態綠股份有限公司即成為華文世界第

一個取得公平貿易認證的企業，製造台灣自有品牌的公平貿易咖啡。2015

年台灣公平貿易協會取得國際公平貿易組織正式授權的分支機構。 

 

參、公平的權力 

「兩個人對分西瓜，如何又快又公平？」 

俗話說「團結力量大」，這句話用在工會運動的訴求就是勞工有組織

工會與團體協商的權利。因為個別勞工與資方能掌握的資源差距太大，所

以勞工應當先自我組織且授權工會，由工會與資方協商適當的勞動條件。

否則個別勞動者走進資方辦公室要求提高提高待遇，只會變成私相授受或

各個擊破，無助於提升總體福祉。 

同樣道理，放在農產中的農民與收購商的關係也是如此。想像一個場

景，當一個貿易商走進一個百人的村莊，表明他要買 20 噸的貨塞進一個

貨櫃，而這裡平均一個農民的產量是 2噸，結果會如何？開價最低的 10個

農民交貨。這 10 名農民可能不是因為生產成本比較低，所以能低價銷貨，

而是生活壓力比較大，譬如：家中老人生病、小孩需要學費。再加上農產

品不利保存，銷貨壓力大。所以，個別農民跟收購商之間因為供貨量與需

求量的差異，個別農民所提供的產品之間又沒有差異，彼此的可替換性高。

所以個別農民對收購商是不會具有議價權力。 

如果沒有理解這種根本性質的權力差異，就無法理解公平貿易何以一

直強調「貿易而非援助」。倘若貿易商只是願意給比較多的錢，那也只是

援助或施捨，並沒有改變彼此的權力關係。而公平貿易既然說自己不是援

助，那勢必還有其他更重要的事，那就是「公平的權力」。國際公平貿易

組織的的運作機制，許多都是圍繞著「權力分配」進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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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農民必須要組織成合作社才能加入公平貿易組織，而合作社的

的運作也必須符合民主的機制，公平貿易認證組織（FLOCERT）的稽核

員將每年實地到合作社稽核合作社的運作情況，核實會員、會費、會議紀

錄、財務報表、收支明細，當然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確定農民交貨給合作

社有立即拿到錢，沒有被苛剝或拖欠，此外也要確認公平貿易基金

（Fairtrade Premium）的使用是經過公開、透明的民主的程序決定，且用

在公共利益上。 

當農民被團結在一個民主機制的合作社，合作社對貿易商就有了議價

權，不再是個別的小蝦米面對大鯨魚。同時因為民主運作的合作社，至少

確保一人一票的平等參與權，從銷貨所累積的公平貿易基金，其使用方式

必須經過會員大會表決，以求公平。 

其次，國際公平貿易組織的章程規定，必須保障董事會一半以上的席

次給生產者代表。董事會是國際公平貿易組織的最高決策單位，擁有公平

貿易價格、標準的最終審議權。所以組織章程的這項規定，相對於市場與

倡議組織代表，生產者組織擁有絕對的權力。所以，公平價格（Minimum 

Price），公平的標準（Fairtrade Standards）是誰訂的？既不是倡議組織裡

的專家學者依據經濟學或社會學高大上理論或研究制定，更不是過半的生

產者制定，而是三方妥協的結果。生產者組織擁有過半的權力，代表的不

是可以任意制定遊戲規則，而是具有否決權。畢竟商業活動需要有買家，

倘若生產者訂一個過高的交易條件，買家可以拂袖而去，那就得不償失。 

說到底，公平貿易組織還是一個結合買家與賣家的商業網絡，要撮合

交易必定是雙方都覺得有利可圖，公平並不是損失一方的利益來成就另一

方。公平貿易只是讓權力分配較為公平，讓彼此互利。一個相互協作的商

業系統，無法用把尺子衡量何為公平，也不能靠一個權威來定義公平。規

範必須兼顧所有參與者的利益，那就得讓所有參與者一起訂定。專制型的

規範雖然制訂時較為嚴謹，但修訂時缺乏彈性也無法即時性，也容易產生

利害關係人向權力倚靠的地下市場而導致不公平的情況。反之民主型規範

看似混亂，但因為權力分散且綑綁了共同利益，讓利害關係人因「自利而

自律」，最後會更貼近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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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坊間有許多「直接貿易」的業者說自己的收購價比公平貿易更

高，比公平貿易更公平。當然，有意願給付更多的錢當然是個善人，但公

平貿易談的從來不是要捐多少錢，也不是偶一為之或有能力才做的慈善，

生產者需要的是公平的商業機制。我們相信唯有公平的權力，才能創造互

利的市場，成為永續發展的基石。有句非洲諺語是公平貿易組織開會時，

一旦有爭議就會拿出來提醒與會者的， “Go fast go alone, go far go together“。 

所以，兩個人要對分西瓜，如何簡單又公平？拿尺子量不准，拿秤來

分可能會切得很破碎。簡單的方式就是先訂一個規則，由一個人切，另一

個人選。權力分配好了，切的結果自然就會接近公平。 

 

肆、公平貿易的認證機制 

「認證不是獎狀，是品質管理與資格准入」 

工具理性的發展是現代社會運作的基石，因為我們相信有一套客觀中

立、具有科學精神的度量衡、會計準則、司法系統能保障個人的權利。有

此基礎才讓分工協作網絡能產生綜效，商業網絡走出雞犬相聞的城鎮6。

舉例來說，倘若不相信會計師專業的資格與簽證制度、不相信政府對會計

師簽證制度的司法規範與保障，投資人要自己稽核財報與合約的真偽，或

要求經營者向神職人員發誓財報為真並取得神權的背書，這樣的交易成本

極 為 鉅 大 。 如 果 市 場 變 成 賭 場 

、資訊變成明牌，交易買賣彼此都要先身家調查，很難發展出健全市場。

為了避免市場失靈，國家必須逐漸從一次次跌倒的案例中優化行政體系、

修補司法漏洞、建立專業者技能與形象。當交易市場與人際網絡脫鉤，才

是現代社會之始。 

市場規模取決於交易次數與交易效率，在文具店中隨意買的一支廉價

鉛 筆 

，背後都是一連串協作與分工的過程，不是一位工匠從鋸木、挖礦開始製

作為成品，否則價格極高。因為有信賴有效率的分工體系來提高生產力，

                                                 
6 https://kknews.cc/zh-tw/news/z6knj8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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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創造與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當市場變大、競爭變為激烈後，產品自

然變為多元，來吸引不同的消費者，所以才會有所謂性價比，來供消費行

為的衡量指標。儘管性價比高具有市場優勢，但也不會因此獨佔市場，因

為消費者是多元的。只是當消費者若在意的不是價格，或者該交易的外部

成本有可能損害市場的長期發展，所以品質管理制度才會走進交易市場，

成為交易費用的一部份。

知名的鐵達尼號沈船，引發船東與保險公司對於天價賠償的糾紛與責

任歸屬，其中的關鍵就是鐵達尼號有沒有經過專業的第三方船舶認證7。

這案件不只影響了船舶航空業，也深深刺激了第三方驗證公司的發展。當

交易規模變大、次數變多、風險變高、責任變複雜，安全不是自己說了算，

也不能自己說了算，因為一艘船體有成百上千個供應商，船東實在無時間

也無能力監督所有的供應商，何況每個船東都去監督總體成本也太高。於

是認證產業的市場就如此出來，只要訂一套產業標準，所有要供應船舶、

飛機的零件都必須經過第三方驗證才能上機安裝，否則保險公司可以拒絕

理賠。隨著技術發展與市場考驗，認證一定得滾動式修正，當然經過認證

也不代表個體無風險，但可以降低系統性的風險。

所以公平貿易作為一個需要多方交易、遠距協作的商業行為，若要有

實質影響力就必須建立一個值得信賴、交易成本低、有效率與規模的市場。

每項認證必有其核心需求是消費者在意並願意為其買單，依此價值設立標

準，且然後業者向第三方驗證機構證明有達成標準，最終拿出認證來取信

於消費者以獲得市場。就如同船舶製造的核心價值是安全、有機農產的核

心價值是無毒、那公平貿易的核心價值當然是公平（脫貧）。以下簡單說

明公平貿易認證最核心的幾項標準。

一、最低收購價（Minimum Price）8 

農產品的價格多在農產品集中交易市場（期貨市場/拍賣市場）中被

決定，買賣合約對於投資者來說就像在股票市場進出一樣，期貨市場將農

產品當作賭盤，農民與消費者當作籌碼一樣輸贏。價格崩盤時農民何其無

辜，不只一無所獲，可能還會破產。供給需求所決定的價格法則應該要有

7 https://reurl.cc/xZ3egZ  
8 https://okogreen.com.tw/blog/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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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線，就如同勞動市場需有基本工資保障最弱勢的勞動者能維持最基本的

生活需求，農產品也應當如此。 

在正常時候價格可隨市場供需調節，但崩盤需有底線。最低收購價的

設計就像安全網，保障農民得到最基本的收入。所以公平貿易所涵蓋的商

品，均設有最低收購價的標準，收購商必須保障不低於最低收購價跟農民

收購。此機制當然是在價格崩盤時起到作用，因為期貨市場價格若是高於

最低收購價，合作社自然不可能以最低收購價放貨給公平貿易商。所以，

公平貿易的價格並不是一個固定的價格，而是一個有底線的安全網的機制 

。公平貿易商與合作社的每一筆交易合約、匯款條件，在稽核時都會被嚴

格查察，確保合作社確實得到公平的價格。 

 

二、公平貿易基金（Faritrade Primium）9： 

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貧窮，原因不外乎是貪污腐敗、缺乏基礎設

施。也是如此，許多透過政府部門的國際援助往往事倍功半的原因在此。

特別是水、電、醫療、教育等基礎設施，呈現的不是現在的貧窮狀態，那

是關乎未來的脫貧機會，是發展的第一個台階。 

公平貿易商在與合作社交易的時候，每筆交易一定會加上一個固定比

例的公平貿易基金。合作社每次與公平貿易商交易都會收到這筆錢，累積

的基金是存在合作社的獨立帳戶。基金的運用方式必須經過會員大會的同

意，通常都是用在改善社區基礎建設或提高生產效率與品質的投資上。帳

簿與動支方式都必須經過稽核員的嚴格審查。 

 

三、透明可責（Trace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從農產品的種植、收購、初加工、貿易、再加工、包裝食品最終到消

費者手上，一定經過多次有效率的轉手與加工，在經濟上達成加值。在這

樣流通加值的網絡中，最擔心的就是有心人進行混料，欺騙消費者的感情

與生產者的權益。 

                                                 
9 https://fairtrade.org.tw/?p=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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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公平貿易認證就是一個供應鏈管理與產品溯源的系統，所有的參

與者都必須要是公平貿易組織的會員，所有交易一定要被勾稽來源，會員

與會員間彼此交易，會員也可以在後台主動找尋供應鏈中的上下游廠商。

如果會員有委外加工的需求，外包商也一定要簽制式合約承諾配合公平貿

易認證組織稽核。因為這套嚴謹的機制，才能取得公平貿易支持者對公平

貿易標籤的信賴。10公平貿易組織就像一個全球性的大型合作社，透過標

籤與標準鏈結了生產者、貿易商、製造商、品牌商與消費者，大家在一個

共同目標下，支持與創造一個共好的世界。 

回顧公平貿易的發展歷史，公平貿易認證是非常重要的成長火箭。在

公平貿易的 beta 版，因為交易方式架構在教會系統，基本上信徒不會去質

疑金錢的流向或有效性。世界商店算是產品上市後的 1.0 版本，基本上也

是類似的模型，只是從基督信仰變成左翼的人道主義關懷。1988 年發展出

公平貿易標籤將產品帶進超市，算是公平貿易 2.0 版本，類似企業進入公

發階段向不特定人募資，此時當然得有會計師簽證來證明財報與經營有效

性，所以公平貿易商品的認證制度結合標籤識別，進入超市貨架向不特定

人尋求支持。2003 年公平貿易標籤的整合就是進行併購與上市的 3.0 階段，

透過併購可以大幅節省重複投資的管銷費用，增加經營綜效與影響力。 

 

伍、 案例分享 

一、 印尼 Kopepi Ketiara11 

生態綠所合作的 KOPEPI KETIARA 咖啡農合作社成立於 2011 年，位於

印尼蘇門答臘亞齊省中部迦幼山脈的塔瓦湖旁，該區的土壤極為適合生長

阿拉比卡咖啡豆，擁有強烈的風味與豐富的層次，當初成立的動機，就是

為了要打破由男性壟斷的印尼咖啡市場。 

因為在傳統的印尼，男性不僅是家庭的主宰，也主宰了咖啡產業。

KOPEPI KETIARA 創辦人 Rahmah 在傳統的咖啡產業工作二十多年，看見

女性工作者得不到合理地對待，決心要成立一個以女性為主的咖啡農合作

社，讓女性的努力與天賦，能夠充分的展現，並得到合理的報酬。 

                                                 
10 https://okogreen.com.tw/blog/204 
11 https://www.popularonline.com.my/default/9789571360096.html?di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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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hmah 說，加入國際公平貿易組織是他們唯一的出路，而公平貿易

無關乎認證，但背後的那套交易機制，開放透明與保障一個收購價格，還

提供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並允諾女性一個真正平等的發展空間，提高女

性的社會地位，為她們帶來更公平的發展機會。如果當初她們沒有加入國

際公平貿易組織，這樣美好的滋味也許不會出現。 

2017 年她們成立了自己的貿易公司，自己的豆子自己出口。這些全

靠女性自己的力量。 

 

二、秘魯 Narahijlo12 

2012 年我們帶著公共電視「我們的島」製作團隊去祕魯實際看公平

貿易在當地的運作。Naranjillo 合作社位於祕魯中部亞馬遜雨林區裡的

Tingo Maria，在公平貿易組織的支持下，從無到有，還建立了一間巧克力

工廠。當地旅館的老闆跟我說：「Naranjillo 就是 Tingo Maria，它們是一

起成長的。以前這個區域的農民種古柯葉，黑幫、游擊隊、政府軍在這打

來打去，後來 Naranjullo 慢慢協助農民轉種可可，這裡才逐漸穩定。」 

                                                 
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uFz9RW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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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易不公平的規則下，很多大宗原料出口產地，也多是發展中國

家，遭到進口國家對「成品」課以較高的關稅，變成產品的末端技術與價

值偏向由已發展國家取得，發展中國家只能出口沒有附加價值的原料，缺

乏產業升級的機會，讓全球貿易朝向更不公平的發展。這也就是巧克力工

廠都在歐美、發展中國家只能賣可可豆的原因。 

合作社幹部帶我們拜訪可可農 Benieno，途中需要坐流籠，旁邊有座

便橋工程正在進行。Benieno 說早期自己種可可，但是收成不佳，價格不

好。後來加入 Naranjillo 是為了取得較好的種苗，以及技術上的協助，例

如 Naranjillo 的農業技術員會告訴他們怎麼有機種植注意的事項，讓他們

的收成較好。 

回程路上我們再次站上流籠，這就是大叔用來運送可可豆的交通工具，

而旁邊興建中的橋，原來是 Naranjillo 發包的工程，不是地方政府。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8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62 -



三、巴布亞新幾內亞13 

Daniel 是生態綠巴布亞新幾內亞（PNG）咖啡豆的生產者，2014 年公

平貿易亞洲區域會議在澳洲墨爾本舉行，邀請到許多亞洲生產者，Daniel

是其中一位。他告訴我們，公平貿易認證將透明、可責、民主的文化與價

值，帶進他們的合作社。 

我有點不懂，問他怎麼發生的，他說：「我們的政府很爛、官員貪污、

社區發展的錢根本分配不到地方。過去咖啡的收購，因為路很爛，都是交

給中間的收購商，收購商開的價錢沒有標準，農民很疑惑。」 

「但是公平貿易認證，所有的標準都清清楚楚，農民交咖啡豆時，價

格都清楚地寫在板上，還有收據跟憑證，農民之間不再彼此猜忌。而社區

發展金，我們都看得到、用得到、為社區帶來了很多改變。我們用社區發

展金，買了一些卡車，收購農民的咖啡豆，所有的運費都是社區發展金支

付，換句話說，這部分的費用是補貼到農民的。」 

我看著 Daniel帶來的照片，看著他們一路艱辛的運送咖啡，連旁邊印

尼咖啡農都一直搖頭，說這真是太辛苦了，還有 Daniel的社區發生的變化：

有乾淨的水源、房屋經過修繕、還有咖啡去皮機，改善他們的咖啡品質，

這些都來自公平貿易的社區發展金。 

Daniel 說：「看到透明的運作規則，大家互相信賴，也很相信公平貿

易組織，最重要的是，我們感受到民主的價值與好處，公平貿易要求社員

以民主的方式運作，大家都可以投票表達意見」。 

「以前我們的社區一片黑暗，現在，公平貿易把陽光帶進來了。」 

  

                                                 
13 https://reurl.cc/oLYp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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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 

「援助只能扶貧，脫貧需要建立發展動能」 

在推廣公平貿易的歲月中，對我最難的考驗是多人只想要一個簡單的

答案，但我很難三言兩語說清楚公平貿易怎麼做。因為公平貿易的價值不

只是比較高的收購價，收購價不應是指標，農民的改變才是我們深層在意

的成果。但消費者往往在意當下的感覺，而不是長期效益。就如同某些非

營利組織總喜歡用悲情的募款方式，因為立即有效，反之願意投入長期工

作的組織在募款方面往往比較辛苦。如果翻閱公平貿易組織的網站或文宣

，我們很難找到一張農民苦情的照片，公平貿易的農民總是流露幸福快樂

的模樣，因為我們希望消費者認同公平貿易是創造幸福的力量，而不是花

錢買贖罪券。

能讓農民幸福的從來不會是慈善的捐款，而是改變生命軌跡的機會。

公平貿易真正的價值是一整套培力（empowerment）機制，包括人的動能 

、組織的動能、市場的動能。既然是動能，那改變是個動態的過程，要有

時間縱深來驗證成果。在人的動能方面，公平貿易禁用童工、男女平權、

最低收購價保障，確保經濟安全網的機制與免於剝削的恐懼。組織動能方

面，民主與透明的組織運作，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與連結。市場動能

方面，公平貿易基金可以持續為合作社提供品質改善的資源，提高農產品

價格與市場競爭力。

公平貿易不是販售愛心，而是在日常消費中做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消費就能改變世界，改變就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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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易：有公平的權力，才有公平的價格

與談人：鄭勝分 副教授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對於公平貿易的幾個想法

本文介紹公平貿易的發展歷程與核心概念，並提出建立整套培力機制

乃是公平貿易的真正價值，此觀點對於合作社未來的發展與轉型深具參考

價值，針對公平貿易，以下提出以幾個思考點供參：

一、若不透過公平貿易認證方式，是否可以推動公平貿易理念？

公平貿易認證是否為推動公平貿易理念的必要條件？在資訊爆炸的時

代，本文認為公平貿易認證是品質管理與資格准入的機制，而公平貿易認

證主要包含兩大類，一為以農產品為認證對象的是「國際公平貿易組織」

(Fairtrade International, FIO)，故任何代工廠或品牌商都可以參與公平貿易

產品的生產；另一為以手工藝品為認證對象的「世界公平貿易組織」(World 

Fair Trade Organization, WFTO)，只要組織運作符合公平貿易規範即可參與。

本文以 FIO 為分析焦點，介紹農產品的認證機制，本文作者所參與台灣公

平貿易協會於 2015 年取的 FIO 授權，成為 FIO 的分支機構，依據協會官

網資料1，目前協會主要工作項目為包含：舉辦公平貿易講座及工作坊、啟

動台灣公平貿易茶水間計畫、製作公平貿易教材、公平貿易引入校園計畫

及輔導公平貿易店家；並協助依法立案登記的公司成為公平貿易認證商，

主要產品包含可可、咖啡及棉花。

台灣公平貿易協會主要負責公平貿易商的認證，而非農產品的認證，

主要原因在於 FIO 主要認證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而台灣被定位為消費國。

1 https://fairtrade.org.tw。查詢日期：2020/5/24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8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65 -



事實上，台灣許多組織雖未取得公平貿易認證，但仍以公平貿易原則實踐

其理念。例如，光原社會企業與瑪納生活促進會，協助阿里山鄒族民眾成

立合作社，協助原住民進行有機耕作；又如雨林咖啡與印尼等雨林農業生

產者合作，協助森林的復育；棉樂悅事工坊與尼泊爾生產者合作，提升當

地女性對於婦女衛生的認知。故可以討論的問題是，未取得 FIO 或 WFTO

認證的組織（包含合作社）是否可以實踐公平貿易精神？ 

二、對於生產者而言，公平貿易如何在各種價值中尋求定位？

近幾年，環保意識與消費者意識的抬頭，許多生產者逐步改變其生產

體系，有機認證、生產履歷、碳足跡，甚至是近期的區塊鍊技術，並且受

到消費者與政府的政策支持，故推廣公平貿易（無論認證與否），到底如何

在各種價值體系中取的自我定位？

三、對消費者而言，公平貿易是否只能是小眾市場？

如同本文作者所言：「公平貿易談的從來不是要捐多少錢，也不是偶一

為之或有能力才做之慈善，生產者需要的是公平的商業機制」。對於消費者

而言，無論是公平貿易、有機或環境永續等，都是理念消費的的模式，因

為公平貿易乃是多元化價值之一環，是否命定公平貿易就只能是小眾市場

？換一個角度，當公平貿易真的變成大眾市場，公平貿易理念是否會因為

「量變而產生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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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貿易：有公平的權力，才有公平的價格

與談人：吳成富 創辦人暨場長

沛芳綜合有機農場/ 

有限責任桃園市青年農民生產合作社

上位概念的建立有助於事務的發展與檢視發展的軌跡，如作者在前言

所提出「有機」的概念，可能因彼此之間有不同的認知，到相互妥協後的

可執行版本，但把這可執行的版本當作是有機的定義，一定會引起許多的

爭議，因為標準只是當下通往願景所能執行的策略性工具。願景與工具，

總是有著一段落差，工具既然不是目的，那勢必會隨著外在條件的改變，

為求更有效的實現願景而有所調整。

國際有機農業聯盟（ International Federal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簡稱 IFOAM）是一個全球最重要的有機農業組織，指出有機

農業一種能維護和延續土壤、生態體系和人類健康的生產體系，她尊循當

地的生態節律、生物多樣性和自然迴圈，而不依賴會帶來不利影響的投入

物質。有機農業結合了傳統農業、創新思維和科學技術，她有利於保護我

們所共用的生存環境，也有利於促進包括人類在內的自然界所有成員間的

公平與合諧共生。而依此所發展出的可稱是廣義的有機農業。

國際公平貿易組織耗時五年，於 2003 年發佈了全球一致的標準與標籤

識別，成為現行成熟的運作體制。公平貿易的核心價值是公平（脫貧），公

平貿易認證最核心的幾項標準：最低收購價（Minimum Price）、公平貿易

基金（Faritrade Primium）、透明可責（Trace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同

時也可視為上位概念的建立，藉由公平貿易的推動，長期且持續的改善權

力的對等。農民必須要組織成合作社才能加入公平貿易組織，而合作社的

的運作也必須符合民主的機制，此外也要確認公平貿易基金（Fairtrade 

Premium）的使用是經過公開、透明的民主的程序決定，且用在公共利益上。

公平貿易組織就像一個全球性的大型合作社，透過標籤與標準鏈結了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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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貿易商、製造商、品牌商與消費者，大家在一個共同目標下，支持與

創造一個共好的世界。

合作經濟一詞於 2001 年，聯合國國際勞工組織專門制定文件，對合作

社(合作經濟)作出了如下定義：“自願聯合在一起，通過組成聯合所有企業，

來滿足他們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需求與抱負的人們的自治聯合體，他們

按照企業所需公平出資，公正的分擔風險，分享利益，並積極參與企業民

主管理。”人們會因為需求而結合在一起。而客戶可分成外部客戶與內部客

戶，當每個人把所有的資源都聚集在各自的手上，就像賺的錢都放在口袋，

是很有錢沒錯，但是不會流動就不能創造價值，一但遭逢巨變自己就一無

所有了。合作經濟就像是可以創造新的模式，就算錢最後轉了一圈回到自

己的口袋，一分一毫都沒少，但是所有人的困難可以解決，沒有人被打垮，

沒有人被打敗，才會有更多需求，有需求才有賺錢發展的機會。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8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68 -



 

 

 

 

論文三 
 

合作組織與時俱進的專案與專案

管理 

 

    

主持人：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吳肇展 系主任 

發表人：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郭廸賢 教授 

與談人： 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于躍門 

李修瑋 

董事長 

理事主席 



 



合作組織與時俱進的專案與專案管理 

郭廸賢 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及專案管理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壹、前言

國際合作社聯盟（ICA）於 2020 年第三十三屆世界大會，以「Deeping 

Our Cooperative Identity」為核心議題，再次強調 1995 年創立一百週年大會

所提出包含合作社的定義、價值與原則三面向之關於合作社本質的聲明，

深化合作社的認同與其不同的價值，和其將價值付諸實踐的原則。合作組

織、運動與事業一向與時俱進，有其不變的核心理念、價值與原則，是辨

別合作組織真偽的關鍵；可變與應變的是，為因應環境變化的經營管理方

法與業務服務內容，傳統企業經營管理外的有效導入或應用的專案管理方

法，與時俱進，讓合作組織運動與事業更能切合時代需求，有效為社員、

所屬社區與地方社會提供更好的服務，發揮其特有的經濟、社會、文化與

教育功能。

國際合作社聯盟（ICA）於 1937 年首次通過合作社七項原則與四項附

屬原則；二十九年之後 1966 年修訂為合作社六大原則；二十九年之後 1995

年通過的「Statement on Cooperative Identity」；可預見 2024 年將再度修訂。

2020 年的年會主題為深化此一合作組織的認同聲明，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

與價值。1995 年關於合作社本質的聲明文中，呈現過去沒有的合作社的定

義與價值，強調修訂為具普遍性、一致性與時代性的七大原則是具體實踐

合作社價值的關鍵所在。本研究重點在於合作社七原則中的「Education,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教育、訓練與宣導」，此項原則強調合作社應對社

員、選任幹部與專職人員施予必要的教育與訓練，使其具備合作人的特質

與經營管理所需的能力，同時對社會大眾，尤其是青年與意見領袖宣導合

作運動的特有價值與具體成就，讓非合作人士對合作事業也能認識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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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組織的單位社或聯合社，自籌組創設、經營管理與組織變革至解

散清算結束營業，舉凡有開始有結束，在特定資源、費用或成本與時間限

制下，達成組織特定目標，均稱之為專案。例如：設立合作社專案、社員

或專職人員培訓專案、社務發展專案、業務行銷專案、財務危機處理專案、

組織再造專案等，均屬專案範疇。專案依需求與技術等明確與否，分為兩

者均明確的傳統專案，與至少一項不明確的敏捷專案，專案屬性不同，採

用的專案管理模式與方法論亦異。如何針對合作組織的不同專案，透過適

當的專案管理，以有效達成專案目標為本研究重點。 

本研究擬介紹不同類型專案、專案管理生命週期及專案管理方法，探

討合作組織單位社與聯合社切合需求的專案及專案管理模式，以台中市草

生儲蓄互助社與有限責任屏東第一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為例，探討合作社

的籌組創設、社員專業培訓認證與社會影響力報告撰寫等專案案例，分析

其專案管理模式與成功關鍵 

。本研究目的臚列如下： 

1. 分析專案與專案管理生命週期的類型。 

2. 比較一般管理與專案管理，及傳統與敏捷專案管理的差異與適用時機。 

3. 探討合作組織如何因應時代演變，提出與時俱進的專案。 

4. 探討合作組織導入專案管理的時代性與必要性。 

5. 以台中市草生儲蓄互助社與有限責任屏東第一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專

案為例，說明不同專案的屬性、專案管理模式與成功關鍵。 

 

貳、專案與專案管理 

傳統教育的企業經營管理課程有兩大入門課程，分別為企業概論與管

理學，著重企業組織日常營運或作業管理，內容以企業功能與管理功能為

主，兩大功能形成企業管理矩陣，為課程主軸。企業五大功能稱之為五管，

包括：生產或製造、行銷、人力資源、研發與財務管理；因應現今資訊時

代，企業功能加上資安管理，形成六管；延伸六門以上相關課程。管理學

是商管學院的共同必修課程，內容為管理職能或管理功能，包括：規劃、

組織、領導與控制；形成循序漸進的管理程序或週而復始的管理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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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與組織例行性運作，兩者異同如表 1 所示，均為資源投入，透過

規劃、執行與監控的程序。不論科技如何演進，此項程序運作必須由人完

成。例行性運作是持續性並重複性的工作以執行日常營運相關業務，專案

則是為達成組織特定目標的暫時性並獨特性的工作。專案的基本特徵包括：

暫時性、獨特性與漸進性。任何投入或工作，若有明確的開始與結束的特

定期間，執行獨特的任務，產生特有產品、服務與成果之可交付成果，就

是專案。 

暫時性指專案一定有明確的開始和結束日期，期程長短視需求而訂，

例如一日遊即為短期的專案，建造新教堂耗費數十年即為長的專案。獨特

性指專案的任務和產出的可交付成果，是獨一無二，非重複性的，例如企

業股票上市上櫃、新產品研發、特定產品行銷、婚禮、主題派對等。漸進

性或逐步完善指專案的規劃或執行，專案管理計畫撰寫須詳細規劃進程任

務，粗估較遠任務，期程較近時再詳細規劃；敏捷專案則是透過發佈循環

或迭代循繯，自最小可行商品或服務出發，遞增交付，漸進完成，以執行

專案，讓需求或技術透過敏捷專案執行，逐漸明確或成熟。 

表 1 專案與日常營運作業之異同 

資料來源：本研究修改自許秀影(2018)。專案管理基礎知識與應用實務,第七版。新北

市: 社團法人中華專案管理學會。p.40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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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的專案與專案管理 

傳統專案指有一明確需求的獨特產品、服務或結果的專案。具備明確

需求，方能有效描述產品與專案範疇，有效規劃完成專案任務所有工作及

其所需時程與相關費用。傳統專案三大基準為專案範疇、時程與成本。其

中固定不變的是範疇基準，在固定專案交付標的成果，透過工作分解結構，

拆解至最底層可獨立指派任務的工作包，包括：專案範疇說明表、工作分

解結構與工作分解結構中每一個工作包說明表，構成專案管理計畫中的專

案範疇基準。 

在既定範疇基準下，進入專案時程規劃階段。將工作包透過分解術拆

解為可以獨立指配工作單位的活動，經過定義活動、排序活動、估算活動

與發展時程等相關時程規劃過程，完成專案各項活動必須特定時間開始與

完成的時程基準。在總資源限制下，視各活動資源需求，進行資源指派與

進入專案成本規劃的估算成本與決定預算過程。透過適合不同專案的各種

成本估算方法，完成所有活動的成本估算，納入已知未發生的風險的活動

與工作包應變儲備金，構成所有工作包的成本估算，完成專案成本基準。 

國際專案管理學會（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PMI）是成立於 1969

年的國際性組織，可視為傳統專案管理的代表，PMI 定義：專案管理是運

用知識、技能、工具與技術到專案各項活動上，以滿足專案需求。根據此

項定義，專案管理包含四項需求：（1）確認專案目的與利害關係人的需求；

（2）確定清楚可達成的目標並有效率且有效果的達成；（3）在各種專案限

制下能兼顧專案品質與目的及需求；（4）視技術、規格、計畫與執行可能

的達成方法以滿足不同利害關係人的不同需求。 

專案管理除滿足需求目標外，同時將任務如期、如質、如預算達成的

技術與方法。專案管理所需知識如圖 1 所示，專案團隊所需專業知能，除

專案管理知識體系中的專案管理五大過程、十大知識領域與專案生命週期

等核心專業知識外，同時需要了解專案所處的組織的內部與外部環境的事

業環境因素、所屬專案應用的知識領域相關標準與法規、人際互動關係技

能與一般管理知識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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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專案管理團隊所需的專業知識 

資料來源：Por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Standards Committee(2004). A Guide to the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3rd.ed., PA :Por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p.13. 

 

傳統專案管理有明確的專案需求、目標與範疇，專案團隊有效運用不

同資源，經過專案的起始、規劃、執行、監控與結束的專案管理生命週期，

如圖 2 所示。五大過程組循序漸進的過程，包含一序列如期、如質、如預

算的活動，完成利害關係人能接受的產品、服務、結果或文件的交付標的。

發展專案章程與辨識利害關係人，完成正式授權啟動專案的專案章程出發，

經由規劃過程透過完整相關規劃過程或專案經理調適裁簡後的簡化規劃過

程，完成專案管理計畫書與相關子計畫，經由相關利害關係人確認專案範

疇、時程與成本基準，讓專案團隊執行時有所依據。 

完成規劃的規劃專案所需各項活動與工作範圍，依規劃執行專案工作。

工作執行主要須人力完成，專案執行成敗之關鍵包括：如何獲得專案團隊、

發展團隊能力與有效經營管理團隊。執行過程中的專案整合管理，為指導

與管理專案工作和管理專案知識，專案資源管理除人力資源外，還須獲得

執行專案所需的機械設備或原物料等非人力資源、涉及其他知識領域的過

程包括管理品質、管理溝通、實施風險回應、執行採購與管理利害關係人

參與等。執行專案時可能因特殊環境變化或組織內外問題，因而取消或中

止該專案。專案管理如期、如質、如預算交付成果讓客戶滿意，完成利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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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相關需求與期望時，專案即將進入結束收尾過程，結束專案或階段

為專案結束的唯一過程。結束專案或階段的投入，包括：專案章程、專案

管理計畫書、相關專案文件、已交付成果、商業文件、協議、採購相關文

件與組織過程資產。透過專家判斷、資料分析與會議等工具與技術，產出

專案文件更新的經驗學習登錄表，最終產品、服務或成果移轉。最終報告

與更新的組織過程資產等。專案結束是專案團隊任務結束，對組織而言，

下階段的發展可能是起始另一個專案或將該專案成果移轉到日常例行性營

運，專案結束的經驗學習成為組織過程資產，做為類似專案執行的參考依

據。 

 

          

 

 

 

 

 

 

圖 2 傳統專案管理線性生命週期-IPECC 五大過程組 

資料來源：修改自許秀影(2018)。專案管理基礎知識與應用實務,第七版，p.55 圖 1-4。 

 

專案管理另一核心為專案管理十大知識領域，PMI 的專案管理知識體

系指南，自 1996 年正式第一版後，訂定因應專案環境變化與時代需求，每

四年改變一次的標準。PMBOK®Guide 各版本知識體系領域及其主要變化，

如表 2 所示。 

就專案管理知識領域而言，第一至第四版均為九大知識領域，過程數

介於 37 至 44 個過程。2013 年第五版修訂時，有感於專案利害關係人管理

的特殊性與重要性，新增其為獨立的知識領域，成為專案管理十大知識領

域。2017 年第六版將專案時間管理修訂為專案時程管理，考量人力資源以

外的其他物力與財力資源的重要性，將專案人力資源管理修訂為專案資源

管理，形成專案管理十大知識領域：專案整合管理、專案範疇管理、專案

時程管理、專案成本管理、專案品質管理、專案資源管理、專案溝通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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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風險管理、專案採購管理與專案利亥關係人管理。專案管理十大知識

領域與五大過程的對應關係及其所屬 49 個子過程，如表 3 所示。 

表 2  PMI 之 PMBOK®Guide 各版本知識體系領域及其主要變化 

 

表 3  PMI 之 PMBOK®Guide 專案管理十大知識領域與五大過程組之配置關係 

資料來源：許秀影(2018)。專案管理基礎知識與應用實務,第七版。新北市: 社團法 
人中華專案管理學會。p.52 表 1-2。 

資料來源：PMI 國際專案管理學會(Project Management Insitute)著, 陳威良、周龍鴻、 
林汶因…等譯(2018)。專案管理知識體系指南（PMBOK 指南）（第六版）。

台北市：社團法人國際專案管理學會台灣分會, p.25 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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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理知識體系三大核心，除五大過程與十大知識領域，還有專案

從啟動至結束的各種不同專案生命週期。如何有始有終，同時慎始善終，

是專案成功與否關鍵之一。專案生命週期是專案從開始到結束的執行過程

的階段組合。每一個階段都以完成至少一項交付標的做為任務結束的標準。

交付標的在傳統專案而言，是有形、可衡量、可驗證的工作產品，任何階

段的結束，均有一個決策點做為專案是否進入下一階段及過程，或更正執

行錯誤的關鍵時刻，稱之為里程碑。傳統專案生命週期分為專案可行性分

析以決定是否啟動專案的初始階段，完成專案章程後正式啟動後的組織與

準備的規劃階段，完成專案管理計畫書後的專案執行階對與產出被正式接

受的專案交付標的的產品、服務與結束後的結束階段等四個階段。在專案

初期，專案利害關係人對最終產出與最後成本的影響最大，且風險與不確

定性亦最高。專案的人力需求與相關成本，其主要投入為專案的執行階段。 

組織新產品發展過程，均經由相對應產品生命週期專案完成。產品生

命週期包括：產品需求規劃、產品設計、產品製造、銷售至最終退出市場。

產品生命週期包括數個不同專案，強調研發以創造並發展新產品專案，同

時重視製造、行銷與服務等不同專案，每個專案均有啟動、規劃、執行與

收尾等不同階段構成的專案生命週期。每個專案或其所屬階段，均經由起

始、規劃、執行、監控與結束的五大過程專案管理生命週期完成。傳統專

案終結形態包括：取消、中止與結束三種。概念發展的先導研究任務結束，

評估繼續執行必要性不高，該階段結束後可予以取消該專案；專案目標無

法達成，專案將予以中止；確認專案目標達成且產品符合客戶需求，專案

完成任務予以結束。專案經驗學習的過程，是組織的寶貴資產。 

  

二、與時俱進的敏捷專案管理 

專案規模、期程與任務的大小長短繁簡極具彈性。啟動大型專案可將

其分為相關子專案，有效整合相互關聯的專案，運用相關專案資源，成為

專案集或計畫。為使策略有效實踐，專案組合之下可以有相關的專案集、

子專案組合、獨立專案與例行性營運作業。國際專案管理協會 PMI 在專案

管理知識體系指南外，另有向上整合專案集與專案組合的知識體系及其相

關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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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是知識經濟時代，環境充滿不確定性，科技演進一日千里，

專案利害關係人的需求難以捉摸。傳統專案以規劃為核心，強調利害關係

人的需求確定下規劃專案管理計畫書，為按表操課之依據，此型態的傳統

專案管理已無法因應現今專案的需求。2001 年由 17 位軟體實務大師共同

提供「敏捷宣言」，後並成立敏捷聯盟，軟體程式設計產業專案，正式邁入

敏捷新時代。傳統專案管理重 

視架構、流程、工具與技術及相關專案管理知能應用的較佳實務。敏

捷專案管理重視心態或心智模式，基於敏捷四大核心價值 12 項原則與較

佳實務心態或做事的思維，如圖 3 所示。 

 

圖 3  敏捷專案管理示意圖 

資料來源：Agile Alliance and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2017). Agile Practice Guide . 

          PA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p.10 Figure2-3. 

 

敏捷宣言針對軟體產業四大核心價值分別為：（1）人員與互動比流程

與工具重要；（2）可用的軟體比繁複的文件重要；（3）客戶的協同合作比

合約談判重要；（4）因應需求變更比遵循計畫重要。敏捷專案管理適用範

圍寬廣，除軟體產業外，舉凡必須因應快速變化的環境、客戶與需求、以

人為主的服務業與設計業，均適用敏捷專案管理。敏捷專案管理不僅止於

軟體開發產業的專利，同時廣泛應用於專業及技術服務、金融保險、不動

產、文化運動、休閒、餐飲、運輸倉儲、通訊等相關產業。過去視為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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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理適用與愛好者的製造、營造、批發零售等產業，逐漸將敏捷專案

管理與傳統專案管理融合為混合專案管理。 

敏捷專案管理與傳統專案管理的最大差異，在於敏捷專案管理強調以

客戶的價值為導向，所以客戶包含在敏捷專案團隊成員之一，在既定時間

與資源限制下，快速有效開發階段性滿足客戶價值需求的產品，透過敏捷

團隊有效互動，因應市場變化，有效變更，遞增交付有價值的產品、服務

與成果。傳統專案強調在固定需求下，專案團隊透過計畫導向的相關流程、

工具與技術，如期如質如預算地完成專案目標。 

PMI（2017）PMBOK 第六版，將敏捷專案管理相關知能納入篇幅，與

敏捷聯盟共同出版敏捷實務指南為其附冊。如圖 4 所示，敏捷實務指南根

據專案需求與所需技術的不確定程度，將專案分為四種類型，各種不同類

型專案有其相對適合的專案分組方法與專案生命週期。四種不同狀態，分

為三類不同專案： 

(1) 傳統結構專案區：不論專案大小繁簡，專案需求與所需技術相對低的情

況下，生命週期為傳統線性模式，依傳統專案管理生命週期的起始、規

劃、執行、監控與結束等五大過程依序完成專案。 

(2) 相對複雜敏捷專案區：專案需求或技術不確定性中等、需求明確但技術

不確定性高、技術確定但需求不確定性高的情況下，生命週期是迭代或

漸增式的專案管理生命週期，較適合透過敏捷專案管理方法。 

(3) 混合式專案區：不論專案需求或應用技術極具高度不確定性的極端專

案，無任何前例可循，亦無明確可用技術，此時，敏捷專案管理比傳統

專案管理更為適合。 

傳統結構專案、敏捷專案與極端專案等不同類型的專案，本質極其不

同，生命週期亦異：（1）傳統結構專案採用 IPECC 線性專案管理生命週期

與漸增式專案管理生命週期；（2）敏捷專案採用迭代式或調適式專案管理

生命週期；（3）極端專案管理採用生命週期，如圖 5 所示。極端專案管理

在需求與技術方面極具不確定性，專案範疇在每一階段完成後須重新界定，

再進入規劃、執行、監控與結束的階段循環，週而復始，至專案取消、中

止或正式結束為止。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8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80 -



 

 

 

 

 

 

 

 

 

 

 

 

圖 4  四種類型專案及敏捷與傳統專案管理的適用範圍 

資料來源：Wysocki, Robert K. (2014) Effective Project Management : Traditional, 

          Agile ,Extreme ,John Wiley & Sons, Inc. p.8   Figure 1-1：The four quadrants of 

          the project landscape. 

 

敏捷專案管理架構，包含敏捷宣言中的四項價值與十二項原則，與用

以開發敏捷專案的方法論。敏捷專案管理常用的方法論強調以客為主、價

值導向、消除浪費、良性互動的敏捷精神，包括：輕便可行的 Scrum、終

極編程（eXtreme Programming, XP）與精實（Lean）、全面的動態系統開發

（ Dynamic System Development ）、 功 能 驅 動 開 發 （ Feature-Driven 

Development, FDD）等方法。 

根據 Version One 公司調查報告，最廣為使用的方法是 Scrum，純 Scrum

使用者占 56%，Scrum 和 XP 混合者占 10%，Scrum 與其他方法混合者，

Scrum 使用者超過四分之三。Scrum 是用以開發與持續支援複雜產品的框

架，三大支柱為透明、檢視與調適，屬於輕量、簡易但難以精通的方法論。 

敏捷專案管理方法論的整合架構，包括：Griffiths（2015）的 AUP 敏

捷通用流程、台灣長宏的敏捷專案管理流程與許秀影（2019）APMF 的敏

捷通用架構，三者大同小異，APMF 是 AUP 的簡化修訂中文版，淺顯易懂，

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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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極端專案管理的生命週期 

資料來源：Wysocki, Robert K. (2014) Effective Project Management : Traditional,  

          Agile ,Extreme , John Wiley & Sons, Inc. p.59  Figure 2-7：The five PMLC 

          models. 

     

敏捷專案管理四階段為：可行性分析、起始、發布循環與結束。發布

期間須先進行發布規劃、必要的刺探、多次迭代循環與遞增交付的發布與

回顧。迭代循環子階段包括：迭代細部規劃、開發和測試增量成果、每日

立會、迭代審查與回顧。結束階段交付專案成果，進行整個專案回顧會議，

產出改進行動方案，結束專案活動。 

敏捷專案團隊成員是具備兩種以上專長的通用專家，屬於自我組織的

團隊，如表 4 所示。團隊成員的四個角色為：開發團隊成員、測試者、敏

捷教練與產品負責人或客戶。將客戶或客戶代表的產品負責人納入團隊，

是敏捷團隊的特色之一。敏捷教練在 Scrum 中稱之為 Scrum Master，是團

隊的僕人或領導者，以確保團對遵循敏捷流程，每日例會後為團隊排除障

礙並解決困擾。產品負責人或客戶可以是產品經理或委外公司的客戶代表，

負責定義開發順序與確認開發成果、與利害關係人及業主和 Scrum Mastere 

溝通、決定團隊工作先後順序，以完成對客戶而言最有價值的產品。迭代

循環開始的迭代規劃或發布循環規劃時，由產品負責人決定每個迭代或發

布週期內的產品開發優先順序，而非團隊成員自行決定。敏捷專案團隊成

員為具備多元專長可相輔相成之通用專家(Generalizing Specialists)與主動

積極自動自發之自我組織(Self-Organizing)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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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APMF 敏捷通用架構 

資料來源：許秀影(2017)。2017 敏捷專案管理基礎知識與應用實務：邁向敏捷成功之 

          路,第二版。新北市: 社團法人中華專案管理學會，p.118 圖 3-1。 

 

 

表 4  敏捷專案團隊及其角色功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許秀影(2017)。2017 敏捷專案管理基礎知識與應用實務：邁向

敏捷成功之路,第二版。新北市:社團法人中華專案管理學會。pp.95-96、p.102、

pp.12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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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與營運管理不同，專案有一特定期程的暫時性、明確目標之可交

付成果的獨特性與必要時遞增交付的逐步完善性。專案根據外委客戶或組

織內部需求，及用以完成專案之技術的不確定性高低，分為兩者相對不確

定性低的傳統單純專案，兩者不確定性均為中等相對複雜的專案、兩者之

一為高度不確定的複雜專案及兩者均為高度不確定性的錯綜複雜專案等類

型。其中傳統單純專案適合採用傳統瀑布式開發，透過起始、規劃、執行、

監控與結束的線性專案管理模式與對應的傳統專案管理方法進行；其餘類

型專案採用敏捷專案管理相關方法更為合宜。 

敏捷專案管理是一種建立在四大核心價值十二項原則與敏捷專案管理

實務的心智模式與做事方法。有別於傳統專案管理是需求明確計畫導向，

敏捷專案更顯其以客為尊客戶價值導向的專案管理或開發模式，強調以人

為主的人際互動，對客戶而言有價值的交付成果，因應環境變動與客戶協

同合作。傳統專案管理有唯一對外負責的專案經理，重視管理；敏捷專案

團對是自我組織的團隊教練，以僕人式的領導代替管理。 

傳統專案管理與敏捷專案管理各有特別適用的專案與時代，世上並無

一體適用的完美方法。工業經濟時代的專案，傳統專案管理廣泛使用，仍

強調因應環境變化逐步精進較佳實務，PMI 仍有定期改版的必要，專案管

理需要的專案範疇、時程、成本、採購等硬技術，亦不容忽視與人為主的

專案人力資源、溝通與利害關係人管理等軟實力，敏捷宣言的發布與敏捷

聯盟的成立，將敏捷專案管理相關知能納入其中，PMI 與敏捷聯盟共同出

版敏捷實務指南，做為國際敏捷專案管理師認證的重要參考之一。敏捷專

案管理在資訊產業應用已臻成熟，現更發展運用至其他產業，因應特殊專

案需求，除各種敏捷方法論整合應用外，將傳統與敏捷專案管理整合應用

的混合專案管理，已然成型。 

 

參、合作組織的認同本質與經營管理 

一、合作社的本質認同之心智模式 

國際合作社聯盟「關於合作社本質的聲明」足以說明真正的合作社是

發自內心的心智模式，以價值為核心，原則保守但方法突破，如圖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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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年國際合作聯盟為合作社定義為：「合作社乃社員共同擁有與民主管

理的事業，同時也是人們為滿足共同經濟、社會及文化之需求與渴望，而

自願結合的自治社團法人。」合作社的核心是一群具有共同關係，基於解

決共同經濟問題的需要，在共同意願，一同成就一翻事業的社員；社員們

一起成立的合作社，是為滿足社員共同的經濟 

、社會與文化的需求與相關渴望。由此可見，合作社是多元目標，以企業

體為經營手段，達成社會目標的原創型社會企業，是社員所共有的社區公

共財，透過共同擁有民主掌握事業的公益社會企業社團法人，創造不可分

割有形無形的共同財產。 

 

圖 7  合作社的認同與真偽之別 

資料來源：郭廸賢(2019)。合作事業的定義、價值與原則。專題授課投影片。 

尹樹生（1980）強調合作制度的社會基礎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弱

者，社員加入合作社，利用合作社的服務，促進生產或改善生活，本質上

是以平等互助為原則共同經營的經濟團體。「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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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不變的核心理念，合作制度是透過互助方法實現自助目的的經濟制度，

「我為人人」是互助是方法，「人人為我」是自助是目的，單單只有「我為

人人」是慈善事業而非合作事業，單單只有「人人為我」是營利企業而非

合作事業。我國合作社法第一條強調合作組織是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

的基礎上以共同經營為方法，謀取社員經濟之利益與生活之改善，而期社

員人數及股金總額均可變動的團體。 

國際合作社聯盟 1995 年確立合作社的共同價值，包含合作社整體追求

的組織價值與合作社社員所應信守的倫理價值規範。合作社整體追求的組

織價值指的是合作社整體追求理想的組織價值，強調合作社是以自助、自

我負責、民主、平等、公正與連鎖團體為基礎。合作社社員所應信守的倫

理價值規範指的是承襲合作運動先驅創立者的傳統，以誠實、開放、社會

責任及關懷他人為合作社員共同倫理價值信念。于躍門（2011）與郭廸賢

（2014）進一步強調合作社特有的社區價值，社區是有形或無形的共同關

係集合體，合作社立足的社區，不論是地域或非地域，實質有形或精神無

形的共同關係的社區，是合作社能否永續經營的基礎，合作社發揮所屬社

區特有的社區價值，與社區共存共榮並創造雙贏的價值，形成與組織價值

和倫理價值鼎立的三大核心價值。 

合作社原則是將合作社價值付諸實踐的指針，是辨別合作組織真偽的

要素和合作社重要特徵所在。國際合作聯盟 1995 年修訂合作社七大原則以

符合時代需求，使其具普變性與一致性，包括：志願開放社員制、民主的

社員管控、社員的經濟參與、社的獨立與自治、教育訓練與宣導、合作社

間的合作及社對社區的關懷。其中第一至第三原則，是合作社內部動態經

營管理原則，第四至第七原則同時規劃內部合作與外部關係。 

國際合作社聯盟的合作社原則經過三次修訂，有其不變的核心原則，

與因應環境變遷時的修定原則。始終不變的核心原則有四項：政治宗教中

立、無歧視且門戶開放的志願開放社員制、民主管理的社員管控、社員按

交易分配盈餘與限制股息的社員經濟參與、促進與發展教育、訓練與宣導。

1966 年新增的原則是社間合作，合作社間的合作可發揮個別單位社所沒有

的規模經濟與其他功能；業務性聯合社可發揮特有的規模經濟與功能；社

務性聯合社可協助所屬合作社從事組織或教育工作，並維護其共同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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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年新增的兩項原則，是社的獨立與自治原則及社對社區的關懷原則；

社的獨立與自治原則強調其對內自治與對外獨立的原則，合作社是社員所

有所治與所享的獨立社團法人的社會經濟團體，不依賴任何個人或團體，

亦不隸屬政府或任何資本團體；社對社區的關懷原則與合作社的價值中的

社會責任相呼應，立足於其所屬具共同關係的社區中，應在能力範圍內，

經由社員所贊同的政策，為所屬社區或地方社會之永續發展貢獻己力，發

揮特有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目標。 

 

二、合作組織及其經營管理 

合作社包括單位社與聯合社，是我國合作社法所定義的合作社，也是

狹義合作組織的範疇。廣義的合作組織含蓋全球性與國際性的合作組織或

機構，及合作社所附屬的相關機構或公司，所構成的合作體系。以台灣儲

蓄互助社為例，台灣儲蓄互助社是一信用合作組織，分布各縣市的儲蓄互

助社是單位社，全台灣縣市級組成的十五個區會是地區性的社務性聯合組

織，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是兼具社務與業務的全台灣所有儲蓄互助社的

全國性聯合社，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是亞洲儲蓄互助社聯盟的創始會員

之一，世界儲蓄互助社議事會（WOCCU）是各國或地區國際儲蓄社聯盟

（ICA）共同成立的全球性儲蓄互助社運動的代表機構，WOCCU 是國際

合作社聯盟會員之一，ICA 之下有地區性國際分支機構與各類不同業務性

質所組成的聯合組織，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曾在新加坡英康保險合作社

的協助下加入國際合作與相互保險聯盟（ICMIF），目前仍是國際雷發巽聯

盟（IRU）會員，此均為廣義合作社範疇。在國外，合作社可以有附屬的子

公司的社會企業，也是廣義的合作組織範圍。本研究僅就我國合作社法、

信用合作社法與儲蓄互助社法所定義的合作社聯合社或組織、信用合作社、

儲蓄互助社與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為合作組織的範圍，予以分析探討。 

台灣合作社組織架構，如圖 8 所示。合作社是由具共同關係、經濟上

共同需要與共同意願，正式完成入社的社員為核心。透過此一經濟企業組

織，是以滿足社員的共同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相關需求與渴望。合作社的

社員，是自願入社，符合欲加入合作社或儲蓄互助社的入社規定，完成所

有入社程序，經理事會同意，經過此一嚴謹程序，方可成為正式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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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關於社員的專案，諸如：社員擴展的社區活動與入社教育，最

高權力機關社員大會舉辦，大型合作社的社員代表選舉，儲蓄互助社一年

一次社員教育，都是一項專案。三年一次社員大會理監事選舉，是合作社

員參與合作社經營管理的最佳時機，讓有能力有意願且充滿熱忱的社員擔

任合作社執行機關的理事或內部監察機關的監事，悠關合作社發展與社員

權益，如何為社舉才的選舉專案，是合作社的成功關鍵。 

合作社是以民主治理精神結合企業經營管理模式的社會企業組織，民

主的關鍵在於會議。合作社三大機關的最高權力機關是社員大會，執行機

關是理事會，監察機關事監事會，都屬於會議的集體決策。社員大會每年

至少舉辦一次，理事會或監事會每一至三個月舉辦一次，社務會議每半年

舉辦一次，從會議的啟動籌備、正式召開、結束記錄與善後，就是一項專

案。若不能將會議專案以專案管理思維做事，而將之視為例行性工作的作

業，難以有效達成會議的各項目標。 

 

圖 8  合作社的組織架構 

資料來源：林慧英(2018)。合作社組織與社務管理。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 

              經營學系合作事業課程專題授課講義。2018 年 10 月 8 日授課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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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事會是社員大會閉會期間，合作社的實際執行機關，也是合作社的

治理核心。合作社的專職人員由理事會聘任，可以如儲蓄互助社成立初期

甚至沒有正式編制專職，亦可如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有總分社及各站

所人員。專職人員的人力資源管理與職涯發展，新聘人員招募、新進人員

職前訓練、現有人員在職專業培訓、專職人員升遷、職務調整或解聘，均

屬於一項專案。 

合作社的經營管理甚廣，包括：總體管理、社務管理、業務經營與財

務管理，如圖 9 所示。社務管理範圍包括：社籍、登記、選舉與罷免、會

議、社員組訓、合作教育與庶務管理。業務經營與一般企業管理經營大同

小異，涉及產、銷、人、發、財與資等企業六管功能，及規劃、組織、領

導與控制的管理功能。財務管理涉及合作社資金取得、運用與相關會計與

管理。不論是社務、業務或財務，許多合作社在一定期間，有限資源限制

下，要完成特定目標，有賴透過有效的專案管理，如期如質如預算達成專

案目標，交付有價值的專案成果。 

 

圖 9 合作社的經營管理 

資料來源：台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2013)。合作社理念與經營要義-合作社領導 

              幹部研習讀本。台北市：內政部，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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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籌組創設有籌組專案，有一定籌組條件與程序可供參考。正式

成立必須完成法人登記，包含成立、變更、解散與清算登記等相關專案。

合作社原則的教育訓練與宣導中強調合作社對內進行合作教育訓練，對外

宣導合作社本質與正確認知，每一次的教育訓練與宣導，不論是國際合作

社聯盟、儲蓄互助社議事會、亞洲儲蓄互助助社聯盟、內政部等單位或是

各社內部辦理合作相關教育，都是一項專案。 

 

肆、與時俱進得合作組織專案與管案管理 

一、儲蓄互助社籌設專案案例 

組織是一群有共同目標的人，實現特定目的的精心安排，也是人們發

揮統合綜效的地方。合作組織在台灣，無論合作社或儲蓄互助社均有其生

命，合作社的生命週期，如圖 10 所示。合作社始於創立，終於清算完畢之

後一日，歷經籌組期間、經營期間與結束期間等三個不同階段，各有其對

應的不同專案。合作社或儲蓄互助社的籌組創立專案，始於創辦人或發起

人的發起，到創立完成法人登記為止。合作社的設立，有一定先後順序的

程序，目標相當明確，屬於線性專案生命週期的傳統專案，從發起人決定

創社的啟動創設合作社或儲蓄互助社開始啟動專案，經過規劃籌設相關事

宜，執行籌設相關工作任務，舉行創立大會成立內部機關，辦理成立登記，

正式成立社團法人的合作社或儲蓄互助社，歷經起始、規劃、執行、監控

與結束等五大過程組的專案管理生命週期。以整合管理為中心的專案人力

資源管理、專案溝通管理與專案利害關係人管理等三大以軟能力為主的知

識領域，相較於專案範籌、時程與成本管理等硬技術，更顯重要。其中專

案利害關係人管理，更是合作社或儲蓄互助社籌組成立與否的關鍵。 

專案利害關係人管理，是 PMI 之 PMBOK 於 2013 年第五版新增的第

十個知識領域，包括：辨識利害關係人、規劃利害關係人參與、管理利害

關係人參與、監視利害關係人參與等四個過程，分散於專案的起始、規劃、

執行及監視與管制等四個過程組。專案起始有兩個過程，為專案整合管理

的發展專案章程與專案利害關係人管理的辨識利害關係人。利害關係人指

的是：「所有積極參與專案的個人或組織，或利益會因專案而受到正面或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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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響，或他們可能對專案及其最終結果產生影響的個人和組織。」本研

究以台中市草生儲蓄互助社為例，探討其籌組創設專案的利害關係人管理

相關議題。 

 

 

 

 

 

 

圖 10  合作社的生命週期 

資料來源：陳伯村、趙榮松(2001)合作組織管理通論，第三版，台中市:財團法人 

              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第 94 頁 

 

台中市草生儲蓄互助社發起人，於 2012 年國際合作社年初次接觸儲蓄

互助社；2014 年開始思考在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既有的社員共同關係

基礎下，創立儲蓄互助社的可能性；2015 年開始進行籌組儲蓄互助社相關

活動；2016 年正式成立儲蓄互助社。成立草生社的緣由，除儲續互助社的

共同宗旨：「非營營利、非為救濟、乃是服務」之外，更重要的，是創立社

的三大目的：（1）提供社員更多的生活保障及需求－持續出資及在地投入，

提供社員信用貸款、保險、旅遊等服務；（2）支持在地小農、小生產者－

不定期共同購買；（3）結合在地非營利組織，推展合作社運動－邀請在地

NGO 及社企團體加入草生社。以生態永續、生活幸福與生命尊嚴為願景，

為達成其願景所定的近程、中程與遠程目標，分別為：（1）近程目標為多

元貸款方案、共同購買、深度旅遊與各項互助保險的社員服務；（2）中程

為建立生活會館的社員互助網；（3）遠程目標是以健康樂活村的合作社區。 

儲蓄互助社的籌設有一定的條件與流程，是範疇目標明確的傳統專案，

可採起始、規劃、執行、監控與結果等五大過程組的線性傳統專案管理生

命週期說明之。相較於合作社籌設門檻為七人，儲蓄互助社須由 30 人以上

的發起。草生社在專案起始階段無正式專案章程，但有明確的創立目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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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形成文件說帖，此即為專案章程的專案文件。起始階段中有一重要

過程，是辨識利害關係人，完成內容涵蓋專案利害關係人的身份資訊與評

量資訊等兩分類的利害關係人登錄表。進入規劃過程，完成籌設草生社的

相關計畫，依計畫執行：發起組織、申請籌組、召開發起人會議與籌備委

員會、申請設立許可、召開創立大會及第一次理事會與監事會、辦理成立

登記、申請加入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圖記啟用正式開業完成設立草生

社的所有流程事項。專案結束後要留下組織過程資產，進行經驗學習，專

案的監控與管制，自專案啟動到結束隨時進行，發現執行結果與計畫偏離，

即刻進行必要的變更或矯正措施。 

儲蓄互助社的籌組創設，是以具有共同關係有資金融通的共同需要，

在共同意願的基礎下，自願加入發起成為創社社員的核心。以人為本，以

事為輔，籌設專案最重要的知識領域與應用，為專案利害關係人管理，其

次為以利害關係人為主的專案溝通管理。專案利害關係人管理除辨識利害

關係人完成利害關係人登錄表外，還有規劃過程組的規劃利害關係人參與，

產出利害關係人參與計畫書，執行過程組的管理利害關係人參與及監控過

程組的監視利害關係人參與，透過此四個過程，協助專案團隊分析利害關

係人的期望、評量利害關係人的衝擊或專案衝擊程度，發展各種策略，有

效使利害關係人支持專案決策與專案工作規劃與執行。 

儲蓄互助社的籌組創設專案，屬於利害關係人相對單純的小型專案。

規劃利害關係人參與，是在完成製作利害關係人登錄表後，評量各利害關

係人對專案成功的重要性及其相對影響力，完成權力與利益方格，擬訂對

應策略進行管理，如圖 11 所示。 

草生社籌組創設專案，專案利害關係人是會正面或負面影響籌組創設

或受籌組創設因而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的個人、團體或組織。從儲蓄互助

社依法由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輔導與核准新社成立的條件與相關流程來

看，圖 11 的權力利益方格可以籌組創設儲蓄互助社為例加以說明：（1）第

Ⅰ象限需要密切管理的關鍵利害關係人有籌備期的 30 位發起人，其中召開

籌備委員會互選產生 5 位籌備委員是特別重要的利害關係人，5 位籌備委

員都是專案團隊的成員；（2）第Ⅱ象限對草生社籌組創設展現關心應保持聯

繫的創社社員，儲蓄互助社成立至少有 100 位社員儲蓄股金 100 萬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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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社員的儲蓄率要在 85%以上、社員在籌組創設期間要參加社員教育與儲

蓄股金、出席創立大會並選出理監事；第Ⅲ象限要能滿足需要保持滿意的

利害關係人，是協會及其所屬台中區會的相關利害關係人，及台中市政府

社會局承辦人員，依法草生社申請籌組填寫發起組織申請書，向協會申請

籌組，經區會初審會議，由協會准予籌組，函發起人並轉陳主管機關備案；

半年內達成立標準後，填報草生社設立申請書向協會慎請設利許可，經區

會初審轉協會審核許可，函籌備委員會及主管機關；召開創立大會與第一

次理監事會後將相關文件、成立登記申請書及名冊等陳報協會審查後陳報

主管機關台中市政府辦理成立登記，由市政府核發登記證及圖記式樣；登

記後參加協會成為會員取得會員證書，檢附會員證書、圖模及理事長印鑑

向主管機關及協會申報開業啟用圖記，正式成立社團法人台中市草生儲蓄

互助社；（4）第Ⅳ象限重要性相對低，僅須監視即可的利害關係人，是草

生社的往來銀行，成社後正式交易的金融機構，可由社自行決定，另有符

合草生社共同關係可加入草生社的潛在社員。 

 

 

 

 

 

 

 

 

 

 

 

 

 

 

 

圖 11  利害關係人權力利益方格 

資料來源：本研究修訂自長宏專案管理顧問有限公司(2018)。溝通管理&利害關係人管 

          理，國際專案管理師培訓教材，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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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利害關係人分類的步驟為：（1）辨識專案所有潛在利害關係人及

其相關角色、職稱、聯繫方式等身份資訊與其期望和影響力等評量資訊；

（2）分析每個利害關係人的可能影響或支持程度，予以分類以便擬定相關

處理策略；除權力利益方格模型外，尚可根據利害關係人主動參與影響專

案的程度之影響力或其改變專案規劃或執行的能力衝擊，建置權力影響方

格或衝擊影響方格；亦可透過利害關係人權力大小、利益高低與態度好壞，

建置 3D 利害關係人立體方，或根據利害關係人權立大小、緊急程度及合

法性，建置凸顯模型。草生社籌組創設專案中，5 位籌備委員的核心專案

團隊成員是同時具有合法性與權力，其需求伴隨急迫性而產生在凸顯模型

中的決定性的利害關係人。（3）評估關鍵利害關係人對不同情況可能做出

的反應或反對，以便策劃如何對其施加影響，提高其支持並減輕負面影響。 

專案利害關係人管理的重點之一是規劃、管理與監視利害關係人參與。

專案利害關係人參與程度可分為不知、抵制、中立、支持與領導等五等級。

不知等級的利害關係人不了解專案及其潛在衝擊，或不知有此專案。抵制

等級的利害關係人了解專案及其潛在衝擊，抗拒因專案導致的任何改變，

可能不會支持或成為專案阻力。中立等級的利害關係人既不支持也不反對，

或不表態其真實想法。支持等級的利害關係人了解專案衝擊，並支持專案

工作或其成果，及其所帶來的改變。領導等級的利害關係人了解專案及其

潛在衝擊，積極參與以確保專案成功，草生社五位籌備委員是專案領導核

心，亦為草生社順利創社的關鍵利害關係人。 

規劃利害關係人參與時，須先完成利害關係然參與評量矩陣，如圖 12

所示。有效呈現重要利害關係人目前參與程度 C，與為確保專案成功專案

團隊對該利害關係人所期望的參與程度 D，有效呈現每位利害關係人 CD

的差距，規劃讓利害關係人有效參與的溝通程度與互動策略。管理利害關

係人參與，目的在於透過與利害關係人間的有效溝通與互動，縮小 CD 間

的差距。監視利害關係人參與，追蹤呈現 CD 的變化，必要時調整利害關

利人的參與與溝通計畫或策略，以縮小 CD 的差距。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8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94 -



 圖 12  利害關係人評估矩陣釋例 

資料來源：本研究修訂自長宏專案管理顧問有限公司(2018)。溝通管理&利害關係人管 

          理，國際專案管理師培訓教材，p.2-38。 

 

管理利害關係人參與，是整個專案管理生命週期中，與利害關係人進

行溝通與協同合作，以滿足其需求與期望，解決實際出現的問題，促進利

害關係人適當合理的參與專案活動的過程。此過程主要作用是幫助專案經

理提高利害關係人的支持，將其可能的抵制降至最低。有效管理利害關係

人參與的方法，有發揮好的人際關係與互動技巧、主動觀察與交談、建立

彼此間的信任、透過適合的方法溝通、盡可能滿足利害關係人的需求與期

望等。信任是儲蓄互助社的關鍵，也是歷年國際儲蓄互助社節的主題之一，

信任的五波漣漪由內而外分別是：自我信任、人際信任、組織信任、市場

信任與社會信任。信任在儲蓄互助社的儲組創設時更顯重要。 

草生社創設成功後，成為正式法人組織，必須面對經營管理與永續經

營的議題。儲蓄互助社的利害關係人是影響儲蓄互助社組織運作的經營管

理成敗，或受儲蓄互畜社經營管理成敗影響的個人、團體或機構。儲蓄互

助社核心利害關係人是社員及由社員大會選舉產生的理監事等選任幹部。

如何透過有效規劃與管理社員或潛在社員的利害關係人，使其認同草生社

的經營目標與理念，提升相關專案的推動，是草生社提升經營績效與永續

經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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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勞動合作社的專案與專案管理 

傳統專案管理在專案需求明確範疇前提下，採線性專案管理生命週期

的明確過程，一旦專案啟動後，透過規劃過程完成專案管理計畫書及範疇

時程與成本等三大基礎，專案經理負責管理團隊如期如質如預算交出專案

成果。在工業經濟時代，工作內容穩定且看得見，可明確定義工作有績效

標準，組織結構化且重視對成員命令與控制的管理，依計畫行事且團隊成

員工作技術掌握度高的專案，傳統專案管理有其適用性。今日知識經濟時

代，面對的是時間與預算有限的情況下，需求不確定，工作內容多變且看

不見，持續創新必須面對的是難以掌握的技術與客戶需求多變的敏捷專案，

傳統專案管理模式業已不適用。資訊業首當其衝，2001 年敏捷元年，由 17

位全球知名資訊工程師共同發表敏捷宣言並成立敏捷聯盟；2017 年 PMI 與

敏捷聯盟共同出版敏捷實務指南，將敏捷實務作法納入第六版 PMBOK 實

務指南，敏捷在專案管理正式成為必要選項之一。 

近年更發現傳統線性或遞增專案管理生命週期與漸進調適或迭代的敏

捷專案管理生命週期，已非對立衝突，而是相輔相成，演變成為混合專案

管理，如圖 13 所示。實務上，可依專案屬性不同而有不同做法：（1）先採

敏捷專案開發較確定需求與技術，後續採傳統專案管理；（2）傳統與敏捷

專案兩者並行；（3）傳統專案管理模式為主，部分階段以敏捷專案快速突

破；（4）敏捷專案為主，輔以傳統專案的管理模式。 

現今知識經濟時代以人為本，外在環境快速變遷，台灣社會進入高齡

社會，長期照顧產業的發展是必然趨勢。政府投入長照產業，民間有營利

組織成立相關養生村服務負擔得起的長者，非營利組織成立老人福利機構

服務經濟弱勢得長者。既不富裕，也不貧窮，界於中間多數的長者，該由

何人滿足其照護需求？原創型社會企業的合作型社會事業，透過勞動合作

社從事照顧服務，對中間的大多數民眾而言，無疑是最佳選擇。 

2009 年莫拉克颱風 88 水災過後，屏東縣萬丹鄉民迫切需要的不是救

濟，而是安身的就業機會，倪榮春經理將一切看在眼裡。倪榮春經理自屏

東縣社會處退休，在社政單位有社會資本與人脈，決定投入偏鄉照顧，提

供雙贏平台，2011 年創立「有限責任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

2019 年止已為屏東縣萬丹鄉創造 141 個在地就業機會，照顧 712 為失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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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身心障礙者。倪榮春經理以僕人式領導將勞動合作社經營管理成為衛

生福利部社會家庭署長期照顧服務產業新典範與亮點，由政府機構專案經

費委託逢甲大學社會事業經營管理研究中心為其執行撰寫出版中英文版

《有限責任屏東第一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之〈社會影響力報告〉》，透過客

觀第三方 SRS 報告書，讓大眾正確了解合作社特有角色功能與價值。本研

究以敏捷專案管理角色功能之發揮與混合式專案管理模式，說明此一與時

俱進的專案與專案管理。 

 

 

圖 13  混合專案管理模式 

資料來源：Agile Alliance and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2017). Agile Practice 

 Guide, pp.27-8, Figure 3.6-3.中譯轉引自許秀影(2018) p.115 圖 2-14。 

 

（一）勞動合作社專案的僕人式領導 

    許秀影（2017）強調傳統功能型組織是科層式官僚管理，由上而下，層

層交代工作，進行監控與管制，專案成敗取決於負責人與專案團隊管理者；

敏捷採僕人式領導，協助團隊解決問題，幫助團隊成員成長，透過服務與

授權，尋求雙贏解決方案，減少衝突，促進了解，建立團隊強健關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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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從合作社的組織文化、社員向心力與認同感得到說明。 

    敏捷專案管理最廣為應用的方法是 Scrum 方法，將敏捷專案團對分為

Scrum Master 教練、產品負責人與開發團隊三個角色。Scrum Master 是團

隊促進者，僕人式領導者，確保團對成員了解並遵守專案流程；產品負責

人是明確定義開發的成果與順序，讓產品價值最大化與團對工作有效化。

倪榮春經理創設帶領合作社專案時，既是教練，同時也是產品負責人，對

合作社的認同及其籌設流程的了解，是能否有效創社的關鍵。政府經費實

際撥付是在服務完成之後，倪榮春經理在創設初期以個人不動產抵押方式，

貸款以如期發放社員薪資，不足部分轉向社員借款，化解合作社現金流量

不足窘境。合作社員因合作社而得以經濟獨立，甚至有餘力借款給合作社

以做發放薪資之用，此成功案例成為流傳軼事，也是其他組織難以仿效的

經營管理特有模式。 

    社會企業家倪榮春經理有效了解鄉民真正需求，不止是憐敏與救濟，

而是可以自食其力的在地工作機會，提供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原創型社會企

業的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型社會企業。經費來源除屏東縣長期照顧管理中

心與縣政府接案，創造出有效接案媒合的長期服務模式、使命感與認同感、

時務經驗與真心投入服務奉獻，是合作社創設成立經營管理成功的關鍵，

也是合作社的特有資源。 

    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的教育訓練專案，鼓勵社員考取技術

證照，為此辦理考照班，以克難器材與低廉收費，由考取證照社員擔任輔

導老師，充分展現合作精神，提升服務品質，共創口碑，2015 至 2018 年

共 56 人接受自辦證照班培訓，47 人通過取得專業證照，此亦為其特也服

務訓練與文化的專案成果。 

    合作社籌組創設、社員增能培訓與財務資金籌措等三專案，倪榮春經

理發揮敏捷宣言的四個核心價值，重視社員與利害關係人的有效互動，能

夠交付的成果，社員與所有客戶的協同合作及回應變更的需求，同時勝任

教練與產品負責人的角色，僕人式領導，具體作為讓社員信任，其信任漣

漪由總經理的個人自我信任，擴大到所有利害關係人及社員，受照顧者及

其家屬的人際信任，建立社會企業模式產生的組織信任，建立口碑產生的

市場信任品牌效應，做出對社會具體貢獻產生價值的社會信任，兼具 Co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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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Merrill (2006)的五大信任，使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不止是屏

東第一，更邁向全國第一。 

 

（二）SRS 報告撰寫出版專案案例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與財團法人婦女權益發展基金會共同合作，

於 2018 年進行「營造友善社會企業生態圈發展民間 NPO 社群」計畫產出

第一本適合台灣本土組織的社會報告準則（Social Roporting Standard, SRS）

中文版，委由逢甲大學社會事業經營管理研究中心（RISE）執行出版台灣

第一本 SRS 報告。2019 年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逢甲大學社會事

業經營管理研究中心為其輔導案例的屏東第一照顧勞動合作社撰寫出版

SRS 報告，在委託計畫書中特別強調在全球社會領域推動合作運動及我國

重新省思合作價值的同時，該社成功具有相當指標意義與引導作用。 

    現今營利企業日益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早已啟動撰寫相關社會責信報

告，參加遠見與天下雜誌辦理的企業公民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獎項。原創

型社會企業的合作社，透過 SRS 報告的撰寫，讓大眾正確認識合作組織及

其特有價值。屏東第一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影響力報告撰寫專案，是結合

傳統與敏捷的混合型專案，專案管理週期如圖 14 所示。敏捷專案中，計畫

主持人從正式委辦執行啟動，進入成立專案團對的規劃階段，三位逢甲大

學合作經濟學系學生為本專案團隊成員，主持人汪浩博士在團隊中是產品

負責人 PO，帶領團隊做正確的事，洞悉委辦政府機構的需求與期望，有效

傳達交付產品的願景與方向，專案團隊成員從規劃階段開始，到執行與結

束階段，均自動自發遞增交付成果。 

圖 14 專案管理生命週期是以傳統線性五大過程組為主，敏捷新增為輔

的專案管理生命週期，在執行階段是敏捷迭代循環模式，六次迭代循環均

經過規劃、執行、審查與回顧四個階段，產出遞增有價值的交付成果，各

迭代過程如圖 15 所示。迭代一第一個月，至屏東第一社進行田野調查及資

料蒐集與整理，依傳統專案管理工作分解結構 WBS ，將 SRS 報告撰寫相

關工作任務拆解；迭代二依序完成 Part A 概要之緒論與使命、Part B 解決

方法與 Part C 組織等撰寫內容。其中 Part B 解決方法較繁複，內容涵蓋: 

社會問題與解決方案、投入資源與產出成果和影響、規劃與預測及組織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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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團隊等，透過兩次迭代完成。報告初稿完成，進入最後一個迭代 SRS

報告書美編與定稿。為擴大國際影響力，中文版報告完成後，由主持人與

其他團隊成員譯為英文版，同時出版，完成專案，經委託機構確認後，結

束專案階段，包括經費結案與相關經驗學習，及報告書印製。 

 

圖 14  社會影響力報告-適應式專案管理生命週期 

資料來源：黃鈺倫、阮于庭、賴如紜、賴靜榆、冉沛娟(2019)。專案管理模式分析非營 

          利組織-以弘毓社會福利基金會為例，p.391 圖六。 

 

圖 15  社會影響力報告撰寫敏捷專案迭代執行過程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8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100 -



有既定內容格式與社會報告準則可供參考的合作社 SRS 報告撰寫與

出版，屏東第一社是政府機構亮點計畫委託學術機構執行撰寫出版，對台

灣合作社場或儲蓄互助社而言，都是新的里程碑。台灣合作社與儲蓄互助

社運動中，績優社場與儲蓄互助社若能藉鏡撰寫出版的 SRS 報告，不僅有

效反省存在價值呈現特有使命願景，亦是自我肯定與對外宣導與時俱進的

社場專案。 

 

伍、結 語 

合作組織經營管理除傳統社務、業務與財務管理外，亦不容忽視存在

組織中的各項專案與專案管理。適任的管理者能夠有效應用專案管理改善

日常營運的作業管理，失職的管理者視專案如一般營運作業處理，成敗關

鍵在於能否如期如質如預算完成組織欲達成特定目標的可交付成果。 

合作組織、運動與事業有其不變的核心理念、價值與原則，是辨別合

作組織真偽的關鍵；可變與應變的是，為因應環境變化的經營管理方法與

業務服務內容，傳統企業經營管理外的有效導入或應用的專案管理方法，

讓合作組織運動與事業更能切合時代需求，有效為社員、所屬社區與地方

社會提供更好的服務，發揮其特有的經濟、社會、文化與教育功能。專案

管理是運用知識、技能、工具與技術到專案各項活動上，以滿足專案目標

需求，同時將任務如期、如質、如預算達成的技術與方法。專案團隊所需

專業知能，除專案管理知識體系中的專案管理五大過程、十大知識領域與

專案生命週期等核心專業知識外，同時需要了解專案所處的組織的內部與

外部環境的事業環境因素、所屬專案應用的知識領域相關標準與法規、人

際互動關係技能與一般管理知識技能。 

本研究重點在於合作社原則中的「教育、訓練與宣導」。合作組織的單

位社或聯合社，自籌組創設、經營管理與組織變革至解散清算結束營業，

只要是在特定資源與時程限制下要解決特定問題或達成特定目標，均屬專

案範疇。專案依需求與技術等明確與否，分為傳統專案與敏捷專案；傳統

專案管理重視架構、流程、工具與技術及相關專案管理知能應用的較佳實

務；敏捷專案管理重視心態或心智模式，與較佳實務心態或做事的思維。

如何針對合作組織的不同專案，透過適當的專案管理，以有效達成專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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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為本研究重點。 

敏捷專案管理與傳統專案管理的最大差異，在於敏捷專案管理強調以

客戶的價值為導向，所以客戶包含在敏捷專案團隊成員之一，在既定時間

與資源限制下，快速有效開發階段性滿足客戶價值需求的產品，透過敏捷

團隊有效互動，因應市場變化，有效變更，遞增交付有價值的產品、服務

與成果。傳統專案強調在固定需求下，專案團隊透過計畫導向的相關流程、

工具與技術，如期如質如預算地完成專案目標。 

本研究介紹不同類型專案、專案管理生命週期及專案管理方法，探討

合作組織單位社與聯合社切合需求的專案及專案管理模式；以台中市草生

儲蓄互助社與有限責任屏東第一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為例，探討合作社的

籌組創設、社員專業培訓認證與社會影響力報告撰寫等專案案例，分析其

專案管理模式與成功關鍵。 

台中市草生儲蓄互助社 2016 年正式成立儲蓄互助社；成立草生社的緣

由，除儲蓄互助社的共同宗旨：「非營營利、非為救濟、乃是服務」之外，

更重要的是提供社員更多的生活保障及需求、支持在地小農、小生產者與

結合在地非營利組織，推展合作社運動。最終是以健康樂活村的合作社區

為其目標。草生社在專案起始階段無正式專案章程，但有明確的創立目的

與願景。草生社的籌組創設專案，屬於利害關係人相對單純的傳統小型專

案。 

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是社會企業家創新創業的原創型社會

企業之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型社會企業。確實發揮敏捷宣言的四個核心價

值，重視社員與利害關係人的有效互動，能夠交付的成果，社員與所有客

戶的協同工作及回應變更的需求，兼具五大信任，使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

勞動合作社成為成功典範。 

面對外部環境快速變遷，合作社與儲蓄互助社如何透過商業分析技能，

提出既符合時代需求，又滿足社員需要的專案，以創造商機或解決組織內

部問題，為現今合作組織的重要課題。在不同時代的不同類型的專案，有

其適用的專案管理生命週期與方法，在知識經濟時代，專案是需求不確定

或可行解決問題技術未臻成熟的敏捷專案，較佳實務的專案管理方法也異

於傳統專案管理。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8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102 -



本研究兩個案社籌組創設專案成功關鍵，在於明確的創立宗旨與清晰

共同關係的創社發起人與創社社員。有效辨識利害關係人，並依其屬性進

行規劃、管理與監視利害關係人參與的專案利害關係人管理。透過適當管

理與溝通策略，有效降低抵制的利害關係人的負向影響，讓中立的利害關

係人因此了解並提升對專案的關心與支持，讓原有支持的利害關係人提升

支持程度或積極投入領導。草生社發起人的籌備委員，即是支持的利害關

係人積極參與轉而投入領導。 

屏東第一照顧勞動合作社從籌組創設到實際經營管理，對利害關係人

極為重視，除組織內的社員與專職人員外，根據其 SRS 報告，同時重視外

部案主及其家屬，與長照 2.0 相關政府機構，創造屏東縣長期照護管理中

心與地方政府、社員照顧服務員和受照顧案主與家屬三贏局面。創辦人以

僕人式領導，為社員與社區長者提供更好的服務，讓組織的信任，由個人

自我信任出發，邁向社員間、社員與案主間、合作社與政府委辦機構間互

信的人際信任，建立勞動合作社有效經營的商業模式的組織信任，透過口

碑建立市場信任，達成照顧貢獻社會的社會信任。此五大信人是相關專案

成功的關鍵，獲衛生福利部社會暨家庭署推薦委託學術單位撰寫出版 SRS

中英文版報告。 

與營利組織與社會企業相關外部認證與社會責信報告不同，SRS 準則

之社會影響力報告指南中文版出版可供非營利組織撰寫 SRS 報告外，屏東

第一社 SRS 報告撰寫結合傳統與敏捷的混合式專案管理模式及專案管理

生命週期與迭代遞增交付執行模式，可供其他合作社場與聯合組織參考之

用。 

合作組織專案正視外部環境變化的市場需求與內部社員的真正需求，

才能找到商機與解決問題的適切專案。專案管理慎始善終，並非所有專案

都要啟動，啟動專案前透過商業或任務分析予以評估，在選擇真正需要執

行的專案。專案啟動後，規劃專案要做的事項以完成專案管理計畫書，依

計畫做事，隨時監視與管制實際執行績效，遇重大偏差即刻進行必要變更

或矯正措施。敏捷專案管理主要精神建立在四項價值與十二項原則為核心

做事心態，強調將客戶或其代表納入團隊協同合作，成果導向的迭代發布

循環，遞增交付成果，對於與時俱進的合作組織而言，極具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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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組織與時俱進的專案與專案管理 

與談人：于躍門  董事長

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

從專案管理演變得到的看法

Shenhar & Dvir (2004)在專案管理演變(Project management evolution)乙

文表示，隨著時光的消逝，專案管理逐漸成為大多數組織運作的中心。專

案，指的不僅僅是新產品開發而是更多的意義，諸如產品改善、系統部署、

流程建立、過程改革、新服務建立、軟體開發、行銷活動，不勝枚舉。

若跟其他管理學科相比，專案管理的年齡相對年輕多了。Morris(1997)

認為，20 世紀中葉，計畫評核術(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 

PERT)製作的方法著手進行後，標誌著新的管理領域從此誕生了。1960 年

代，許多企業與非營利組織見證了專案管理在工作整合上的好處，同時，

也看到了跨部門與跨專業整合及溝通的關鍵性需要。

事實上，現代專案管理起源於 19 世紀後半段時期。Sisk(2003)強調，

1987 年左右，正值美國修建橫跨西部鐵路時，需要大量的體力勞工，以及

史無前例的大量生產資材投入製造與裝配。面對新的局面，著實令大企業

為之怯步，思索解決的方法。

20 世紀初，Frederick Taylor 與 Henry Gantt 開始攜手研究作業細節。

Taylor 的科學管理及 Gantt 圖的完成，即是顯著的進展。直到現在，對經理

人來說，Gantt 圖仍是一項有利的分析工具。 

1896 年波蘭 Karol Adamiecki 發展出工作協調理論(theory of work 

harmonization)。該理論被視為網絡規劃(network planning)的先驅。六十年

後發展成大家熟知的關鍵路徑法(Critical Path Method, CPM) 與計畫評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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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先驅是 1931 年研發產品管理(product management)的 Neil 

H.McElroy。他透過 1920 年代對寳鹼公司(Procter & Gamble Company)是否

需要僱用更多員工的判準而發展出品牌管理(brand management)，最後發展

成產品管理。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展原子彈 (atomic bomb)的曼哈頓專案

(Manhattan Project)雖然沒有使用到工作分解結構(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或稱之承包商工作分解結構，卻開展了現代專案在組織、規劃及指導上的

實用性。

1950 年代，進入冷戰(cold war)時期，專案管理需要新的發展途徑。由

美國空軍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USAF)引導而涵蓋洲際彈道飛彈

(Intercontinental 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計畫的系統支持承包商

(System Support Contractor) 被開發出來;海軍的北極星飛彈(Navy Polaris)計

畫也在同一時間問世。這些開發計畫大多是利用計畫評核術來管控作業程

序。

關鍵路徑法結合計畫評核術，成為杜邦(Dupont)在建築專案管理方面

主要的做法，也視為日後 20 年專案管理的同義詞。 

若要把專案管理導入企業，就得考慮是否能與經營目標相一致。在這

方面，可分四個時期說明。

1960 年代，當系統理論(General System theory)應用在探討業務互動時，

企業被看成是一個整合體(integrated entities)，這一看法是現代專案管理的

基礎，也可由此看出專案管理的變遷性。

1960 年代為第一時期，專案管理的重心在工作進度安排(scheduling)。

開始把計畫評核術與關鍵路徑法應用到建築與太空產業。關注的重點在系

列或類似業務的聯繫與協調，以及績效管控。運用的方法則是資訊技術與

規劃方法。

第二時期為 1970 年代，專案管理的重心在團隊工作，將團隊視為獨自

的工作體。這時面對複雜的專案，企業需要理解不同的理論。面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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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讓參與者去合作。經理人採用的方法則是運作過程的協調與任務賦

予的界定。

1980 年代為第三時期，專案管理的重心在降低不確定。這時最大的挑

戰是如何保持穩定的決策。運用的方法是尋找合適的資訊或者選擇有效的

風險管理。

第四時期為 1990 年代，這時許多產業都有了自己的驅動因素作為加速

產品上市的步伐。在這一時期，管理風格是考慮同時性(simultaneity)的問題，

也就是任務與工作人員在同一時間若出現差異過大時，需要進行整合。這

時，面臨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取得一致的步伐，做法上則是明確劃分責任。

進入 2000 年代，專案管理發展出調適、策略思考、全球化三種發展趨

勢。

調適趨勢認為，由於專案的不同，不能有一體適用的作法，組織需要

針對不同的專案進行不同的專案管理。調適，應為有效的方法。

策略思考趨勢認為，專案的工作是處理企業業務，需與企業的經營策

略相連結，所以建立專案策略是必要的。

全球化趨勢認為，很多專案是要靠全球許多團隊來共同完成，因此協

調是必要的。

從專案管理的演變我們看到了它「與時俱進的」特性，也就是它不僅

會隨著時代變遷而作自我充實與調整，同時顯現出在實務工作上落實的成

就。

至於如何落實在實務工作上？「整合」，是其第一項任務，亦是核心

的任務；換言之，專案管理是在「系統知識」與「管理知識」不斷整合中

產生出的新知識。

新知識是否能有所用？這是探討專案管理是否具有存在價值最好的提

問。無疑的，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演變，專案管理已從國防工業走入土木、

水利、建築、製造、服務等產業。發展與應用的領域，大到可從水壩、高

速公路、登陸月球等計畫，小到可至學生專題報告、公益募款、行銷活動

等計畫。專案管理早已進入了人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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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理之所以能快速地進入人類生活，根本原因就在它的「能作」，

這是專案管理第二項任務。透過發展出的方法，能將理論的知識落實下來。

可以這麼說：專案管理能讓理論知識下凡，從「轉化」理論知識到「改造」

成應用知識。所以，專案管理兼具轉化與改造雙重功能。這是專案管理能

成為獨立學科的原因。

這時，我們會問一個問題，即：知識在哪裡？若是藉由理學大師朱熹

來回答：知識在「事物」裡。接著，我們如何從「事物」得到知識？王陽

明提出「知行合一」的認識論。[註：王陽明心學包括“心即是理”的人生論；

“知行合一”的認識論；“致良知”的修養學說。請參閱弘逸(2019)] 「知行合

一」的意思，不是朱熹及其以前的思想家把「知」、「行」分開來看，認

為知到了之後就要力行。這是將「知」、「行」二元化來思考。

王陽明雖與朱熹同為理學大師，卻認為「知」、「行」須合一來看。

「知」就是「行」，「行」就是「知」。因此，若要得到「事物」裡的知

識，要將「得到」看成是詮釋的整個過程，過程的起點是「知」，過程的

終點是「行」。「知」與「行」都在同一過程中。

    對於「事物」的詮釋，德國哲學大師 Hans-Georg Gadamer (1900 – 2002)

在 1960 年《哲學詮釋學：真理與方法》(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Truth 

and Method)書中表示，詮釋是一個過程，經由「理解」到「解釋」，再從

解釋到「應用」。這一論述呼應了王陽明的看法。沒能「應用」出來的就

是沒能「行」出來，都不能說「得到」了事物的知識，唯有「能作」出來

才算是真正的「得到」事物的知識。「能作」，就是能「應用」出來，就

是能「行」出來。

專案管理可貴之處就在：「轉化」理論知識「改造」成應用知識，讓

大家「能作」出來，「得到」事物的知識。

最後，請回想《論語ꞏ學而》子曰：「學而時習之，…」，以及尚書‧商

書‧說命中》「非知之艱，行之惟艱。」這兩句話。不要怕，學好了專案管

理，就會變成「知之行之皆非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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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逢甲合經系在專案管理的努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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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組織與時俱進的專案與專案管理 

與談人:李修瑋 理事主席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台中市草生儲蓄互助社

合作社是由社員民主掌控的企業，有世界共通的價值與原則，透過經

濟目標的達成，同時實踐改善社員生活及增進社員及所在社區福祉的社會

目標。既是企業，則在不變的價值與原則之下，也需導入與時俱進的企業

經營管理方法與業務服務內容。郭迪賢老師本文，對應合作社七大原則中

之教育、訓練與宣導，而以專案管理為切入點，提供合作社在經營及推廣

上有力的工具。

與企業日常例行運作不同，專案是為達成組織特定目標而在特定時間

內投入的獨特性工作，且需於結束時交付具體成果。專案管理，則是一套

既有效率又有效益的執行程序與方法；使任務能如期、如質、如預算的達

成並充分滿足需求目標。

專案管理成為一項專門的管理課題，起源於 1960 年代的美國。處在冷

戰的軍備競賽時期，常面臨專案複雜度增加、時間成本卻限縮的狀況，而

開始了專案

方法與工具技術的研究，逐步發展為專案管理這門專業。進入廿一世

紀後，由於網路通訊的發達，市場的變化和需求變更加快，針對需求與技

術的不確定，再出現敏捷專案管理的方法論，成為方興未艾的一門管理專

業。

傳統專案和敏捷專案對應不同的條件，但目的都在於提供一套有效的

方法，以期企業的發展能符合市場的需求，尤以敏捷專案管理的核心價值，

更重視人的互動與合作，與合作社以人為本的價值相符，同時更能快速回

應社會環境變化，有效滿足社員需求，對於合作社的營運和成長更具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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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雖然強調社員治理，但日常營運仍需仰賴專業的團隊，而團隊

的組織架構一般多屬科層式由上而下管理；敏捷專案管理採僕人式領導，

協助團隊解決問題，幫助團隊成員成長，可減少衝突，促進跨部門合作，

與合作社的組織文化更為契合。

此外，在合作社實務上，常見目標過於抽象，而參與決策的人又多，

在一個目標各自解讀下，常使執行過程冗長多變，參與者疲累又挫折，最

後得到的，又往往是人人都難稱滿意的結果。若能運用專案管理的方法，

定義專案範疇，並一步步拆解為作業清單，將抽象的概念轉化成可具體交

付的成果、物件、或服務，對合作社強調社員參與治理，而又眾聲喧嘩，

難以取得共識的困境，應是一大助益。

郭迪賢老師之論文，除詳述專案管理和敏捷專案管理之知識外，並以

台中市草生儲蓄互助社之創設及屏東第一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之社員專業

培訓認證與社會影響力報告撰寫等專案為例，說明如何進行專案管理，並

辨識利害相關人等。但此二例，似非事前即有意識的運用專案管理方法為

之，若能以實際運用專案管理方法，而達致專案成果之成功或失敗案例來

說明，將更具實務上的參考價值。

唯如以上分析，專案管理之方法及工具，契合合作社組織特性，對於

合作社內部共識形成及有效治理極有助益，期盼合作學界與實務工作者攜

手努力，繼續為合作社找到順暢營運之道，以應對變化莫測的社會環境和

社員的多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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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賓、主持人、發表人、與談人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麥勝剛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理事長 

陳茂春 內政部 主任秘書 

李承嘉 臺北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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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炳焱 臺北大學 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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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勝分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副教授 

吳成富 
沛芳綜合有機農場/ 

有限責任桃園市青年農民生產合作社 
創辦人暨場長 

郭廸賢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教授 

于躍門 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 董事長 

李修瑋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理事主席 

蔡建雄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中國合作學社 教授/理事長 

方珍玲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教授/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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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人員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陳佳容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副主任 

林彥甫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專門委員 

林素珍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長 

蘇佳善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長 

林鈺聆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視察 

張雪芳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專員 

陳雅晴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葉子瑄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陳美如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彭碧瑩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張森宇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聯合社 總經理 

高淑娟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聯合社 主任秘書 

蔡文彬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組長 

李玉琴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專員 

高毓璟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辦事員 

古昌平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行政助理 

陳淑玲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副教授 

王傳慶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理教授 

吳雪伶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理教授 

張懿蕾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教 

王雅萱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行政祕書 

梁欣光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助理教授 

賴宜君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助教 

林淑慧 大安社區大學 社區專案人員 

黃芝勤 中正大學 博士生 

李佩禧 中華民國農會  

杜開翰 中華民國養猪合作社聯合社 辦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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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張育章 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理事 

梁麗娟 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理事 

林玉珮 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常務理事 

朱秀真 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理事 

王琇姿 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總經理 

陳思嘉 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企畫課長 

林金博 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經理 

陳玲玲 台北市中山區合作社 駐社理事 

秦月雲 台北市中山區合作社 司庫 

何素惠 台北市中山區合作社 會計 

黃文範 台北家扶中心 社工師 

黃淑華 台北農產運銷公司 企劃部經理退休 

王思涵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研究員 

林憶芳 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常務理事 

曹金佩 台灣合作社聯合社 經理 

林銘勳 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 副總經理 

張淇鋒 台灣農業合作社聯合社 總經理 

洪友崙 生活服務勞動合作社 召集人 

梁健如 有限責任台北巿綠活互助家庭社區服務 

勞動合作社 

經理 

劉耀璘 有限責任台北市種子清潔勞動合作社 理事主席 

黃銘鐘 有限責任台灣區機關勞務勞動合作社 理事主席 

陳進貴 有限責任台灣區機關勞務勞動合作社 監事主席 

林明儀 有限責任台灣區機關勞務勞動合作社 理事 

黃淑媛 有限責任台灣區機關勞務勞動合作社 社員代表 

林才鑒 有限責任台灣道本自然消費合作社 理事 

陳青慧 有限責任高雄市高山青原住民搬運 

勞動合作社 

經理 

賴曉瑩 有限責任高雄市斯卡托德藝術勞動合作社 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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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陳奕宏 有限責任新北市機關勞務勞動合作社 總經理 

陳竹勝 有限責任新北市機關勞務勞動合作社 理事主席 

丁  玲 有限責任新北市機關勞務勞動合作社 理事 

許應煒 有限責任新竹縣第一計程車運輸合作社 理事長 

王婉蓉 有限責任稻本自然消費合作社 企劃執行 

陳珊宇 昀澤農場有限公司 總經理 

劉夢蘭 金管會銀行局信用合作社組 稽查 

詹侑宏 保證責任台灣區紅大花卉運銷合作社 經理 

張萬得 保證責任台灣區蜜寶貝蜜蜂產品運銷合作社 理事主席 

黃怡珍 保證責任台灣區蜜寶貝蜜蜂產品運銷合作社 經理 

龔玫菱 保證責任花蓮縣肉品運銷合作商 理事主席 

廖恬瑜 保證責任雲林縣大北園果菜生產合作社 理事主席 

曾詔祺 屏東縣政府 社工員 

劉育坤 財團法人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研究專員 

邱羽凡 國立交通大學 助理教授 

蔡文田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教授 

陳東波 國軍軍眷住宅公用合作社 理事 

郝文正 基隆市合作社聯合社 經理 

張堅華 基隆市合作社聯合社 理事主席 

廖志龍 基隆市第一住宅公用合作社 經理 

黃昭胤 基隆第一信用合作社 理事主席 

林大鈞 開南大學 副教授 

易奉萱 慈心有機農業 專員 

簡郁娟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 專員 

度昀奇 新莊社區大學 專員 

葉家豪 農友  

賴韋蓁 種子清潔勞動合作社 理事 

丁秋芳 臺北大學 退休講師 

謝宜穎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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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人員資料統計至 109 年 6 月 12 日)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郭伃珊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 助理員 

黃啟瑞 臺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研究三所所長 

林芊妤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游佳軒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王凱瑩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黃仁寬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陳奕達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陳韋亭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蘇怡甄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李明憲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韓官容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韓岳伶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李昱漳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陳韻媛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黃詩涵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陳冠博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廖柏瑋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林馥平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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