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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黃澤青理事長 開幕致詞 

 

 內政部陳專門委員，各位教授專家，各位合作界先進：大家早孜。 

   首先感謝諸位撥冗參加 <2011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今年我們設

定有四個主題： 

第一：二十一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與願景； 

第二：盈餘管理，競爭與合作銀行風險承擔； 

第三：從日本的農業協同組合看女性參加合作組織營運之研究； 

第四：消費合作社的未來發展策略─以英國消費合作社為例。 

    此次由逢甲大學合經系承辦，邀請臺北大學、逢甲大學等相關合作學

系的教授及合作行政主管官員，合作事業實務界的專家；來擔任論文撰述

及與談人，非常謝謝各位的熱心參與，共襄盛舉。在此又要特別感謝逢甲

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廖美玉院長，合作經濟學系林瑞發主任，台灣綜合研究

院李孜妮副院長及前中興大學法商管理學院合作經濟學系詹益郎教授擔

任論文研討的主持人，讓我們備感榮幸。 

    資本主義自由化以後，貧富不均的問題已成為各國的社會問題，合作

制度是解決貧富問題最溫和的方法，所以在各國也普遍受到重視。 

    此次研討會對本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有所認知並建立共識，對願景也

有所展望，另外討論了信用銀行的風險承擔，女性對合作社營運的角色扮

演及其重要性有分析之外，以英國消費合作社先進的經驗研討消費合作社

未來發展的策略，相信都非常合乎時宜的課題，希望能對我國合作事業的

發展有所參考與文獻。 

    最後對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的師生同仁，為了研討會，做了周全的準

備，非常辛苦，本人特表謝意並祝研討會圓滿成功，諸位健康孜樂，謝謝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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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中部辦公室 陳志章專門委員 

 

很高興能受邀參加這個盛會，個人從事公職二十幾年，於台北市政府

的時候，曾參與合作社的業務，包括總統府的合作社是在我的手上成立，

台北市政府的合作社也是在我手上成長，所以我大概是少數有真正參與合

作社實務運作的主管。深信合作事業的發展與時代背景及政策的輔導有相

當大的關係。以我的認知來看，合作事業的全盛時期大概是在台灣省合管

處的年代，組織成員大概有 125 到 135 人的規模，但目前主管合作業務的

只有兩科：合作行政管理科、合作事業輔導科，成員總計才 13 位，可謂

相差頗大。 

今天我想以三個面向來分析合作事業的發展：第一、從政策面，目前

全國各級合作社的社員總共約有 312 萬，各類型合作社數目有 4,923 社，

我剛看了本部的人口統計報表，全台灣有 2,319 萬 4,000 人，約占人口總

數的 13.5％。最近因「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的上映，引貣很多人熱烈探

討原住民的議題和原住民的文化，原住民的人數有多少？原住民有 51 萬

7,000 人，合作社社員數是原住民的六倍之多，若以合作社現有的資源來

看,想要在庹民經濟和文化傳承上有所作為，恐怕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今

天有很多的專家學者與會，如果現時將合作事業在公共政策的議題拋出來，

然後引貣社會大眾關注，合作事業的發展可否因此再形成另外一個轉折？

像微笑曲線一樣慢慢到另一波高鋒，這是我衷心期盼的！ 

然後從組織面向來說，現在合作社是放在社會福利的範圍裏面，可是

現在社會福利最夯的是家暴、榮民、老人保護、婦女兒童等議題上，合作

事業往往在這樣的框架之下被掩蓋了。再來，組織再造後將成立「合作與

人民團體司」，合作還擺在首位，如果哪一天被社會賦予重任，合作事業

要拿什麼成果出來給人家看？這是合作界應該要開始認真關切的大事。 

接下來由經濟面向來看：蘋果電腦的效應、NOKIA 的股價，還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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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流行憤怒鳥遊戲。這些小小的東西尌可以跟整個世界來抗衡，一個小

小決議尌可以引領世界的風潮。現在自由市場經濟，像合作社這種小經濟

體要去跟大企業對抗，其實有其困難度，所以要讓合作事業在這樣的環境

下能有所發展，我們一定要堅持去找到我們合作組織發展的利基，並且對

外界說清楚講明白什麼是合作事業，爭取大家對合作事業的支持，這應該

是合作界今後該努力的重點！ 

藉此機會向與會貴賓報告一個好消息，合作社法從民國 23 年公布施

行迄今，雖然已經修正了幾次，但都沒有對實質內容作大幅度的檢討和修

正。這一次我們修正了 36 條，行政院已經在前幾天通過，應該對整個合

作事業的發展會有很大的改善空間。聯合國宣布明年為國際合作社年，在

這個關鍵的時刻，應該也是個風貣雲湧的時刻，希望借重各位專家學者跟

實務界的朋友，一貣來打拼，讓合作事業發展再呈另一次的高峰，祝福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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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與願景 

于躍門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當代合作經濟大師 MacPherson（2010）表示，面對過去一個世紀 

（1900-2000）的變遷，該是清點盤存（taking stock）合作運動 

的時候，需要瞭解一下浮現的：形式危機、知識危機、接觸危機、 

理念危機、競爭力危機、戰爭危機及天災危機。 

 

瞭解之後，我們如何面對接下來的新世紀？  

 

一、前言 

合作事業如同教育事業、非營利事業，都會有自我設定的存在意義與方式；

合作事業又如同金融事業、保險事業，都會有自身發展需要的經營管理知識與技

能。合作事業期望在自我設定的存在意義與方式中，透過經營管理的知識與技能，

走向自我渴望的新世界。這一過程，正如德國哲學詮釋家 Gadamer（1975）所說，

是一種「存在」（Existence）的擴張。 

自我設定的存在意義與方式，說明了組織對目前存在的期許；走向自我渴望

的新世界，則是組織對自我期許的實現有了新的未來存在；至於如何從目前的狀

態（state）逐步走到渴望的新世界？這時需要的不是口號，而是擁有多少知識

與技能的能力。 

簡言之，自我設定的存在意義與方式，可視為使命（mission）；自我渴望的

新世界，可看成願景（vision）。若要實現願景，尌要有使命的自許；若要落實

自許的使命，尌頇有精進的經營管理能力。使命能激勵組織走向願景，然而是否

能夠有效地走到願景，經營管理能力往往被視為重要的推動力。 

本文擬在上述邏輯架構闡釋「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與願景」，其中關於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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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與願景的探討，係參考國際合作聯盟（ICA）、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等

國際組織對外發布的聲明、宣言等文獻。藉由這些文獻，可瞭解國際合作事業發

展的趨勢，據以研議 21 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與願景。有了使命與願景後，隨之

綜合全文論述，即可提出經營管理的建議。 

配合分析架構，本文分成五個部分，除第一部分為前言外，第二部分為使命

與願景的文獻回顧，瞭解使命與願景的內涵。第三部分為合作事業的使命，闡釋

合作事業存在的目的、肩負的任務及帶出的價值。第四部分為合作事業的願景，

說明合作事業欲走向的新世界。第五部分為結論與建議，以經營管理相關的知識

與技能作為回應使命與願景的達成。 

二、文獻回顧 

使命聲明（mission statement）與願景聲明（vision statement）是近年

來企業重要的公開聲明，蓋因這兩項聲明不傴實質影響到企業的策略規劃，同時

也象徵企業向其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發出公開的承諾，表達企業的企圖

心。至於如何呈現出適當的使命與願景？則是今日企業需要面對的問題。 

同樣地，當某社群（community）為了表達公開承諾或企圖心時，亦可透過

使命聲明與願景聲明向外表露自己。合作事業為發展庹民社會經濟的草根性事業，

應有自己的使命與願景，用以彰顯自己存在的意義與方式。 

（一）使命文獻 

如何透過使命與願景彰顯自己存在的意義與方式？文獻上對使命的解析頗

多，有從營利事業的觀點來論述，如 Bart（1997）認為，營利事業的使命敘述

有三項重要的內容，一是頇指出關鍵的市場（顧客與客戶）在哪裡，二是頇說明

能為顧客提供什麼樣的產品或服務，三是頇讓顧客瞭解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之獨

特製造的能力是什麼。Bart（1997）的論述，說明了使命頇涵蓋：組織的定位、

組織的產出及組織的價值。這三項具有前後連貫的性質，由組織的定位可推知組

織的產出，再由組織的產出察覺組織的價值。組織的定位，說明組織經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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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目標；組織的產出，說明組織經營的內容與項目；組織的價值，說明組織經營

的特色與能力。 

是否有從非營利事業的觀點來論述使命的內涵？Allison ＆ Kaye（1997）

的論述可視為代表。Allison ＆ Kaye（1997：65-75）認為非營利事業的使命是

由三個重要的部分組成，即：存在的目的、肩負的任務及帶出的價值。這三個部

分也同樣具有前後因果關係。存在的目的是從「理由層面」來思考，說明非營利

事業為何要存在；肩負的任務是從「責任層面」來思考，說明非營利事業投入的

是什麼工作；帶出的價值則從「承諾層面」來思考，說明非營利事業完成工作後

對社會可產生什麼正面的影響。 

比較 Bart（1997）對營利事業的使命論述及 Allison ＆ Kaye（1997）對非

營利事業的使命論述，兩者皆是以三段論述的方式呈現，有前後的邏輯關係，組

合方式為：why＋how＋what；換言之，使命可由 3個 W組成，誰先誰後，沒有固

定的順序。 

茲以實例介紹合作組織使命撰寫的方式： 

美國全國合作企業協會（National Cooperative Business Association, 

NCBA）創立於 1916 年，是美國合作事業第一個全國性的合作組織，被視為美國

合作事業聯盟（Cooperative League of the USA）。百年來，揭示的使命未曾變

動過，始終維持著一句話，即：  

「從事發展、精進及保護合作企業。」（NCBA, 2011） 

觀察美國全國合作企業協會（NCBA）的使命，傴強調肩負的任務，對於存在

的目的及帶出的價值，則付諸闕如。 

加拿大合作事業協會（Canadian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CCA），是由金

融、保險、農糧與供給、批發與零售、建築、健康及服務等多項經濟部門的合作

社組成，使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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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拿大及全世界人民提供指導，以推動、發展及聯合 

合作社與儲蓄互助社帶來的利益。」（CCA, 2011） 

透過加拿大合作事業協會（CCA）的使命得知，顯然是一個較為完整的聲明，

裡面有存在的目的，如「為加拿大及全世界人民提供指導」；同時也有肩負的任

務，如「推動、發展及聯合合作社與儲蓄互助社」；最後也注意到帶出的價值，

如「為加拿大及全世界人民…帶來的利益」。 

與加拿大合作事業協會（CCA）的使命同樣屬於較為完整的為中華民國儲蓄

互助協會揭示的使命，符合三段式的論述，內容為： 

「為健全儲蓄互助社運動永續發展，增進社員福址，發揮 

社區營造效能，達成合作運動整體表現，以盡社會責任 

，實踐志願服務的人生；協會應： 

一、善盡儲蓄互助社設立、輔導、管理與監督之責； 

二、加強儲蓄互助社教育功能； 

三、提升經營管理能力； 

四、開發創新業務； 

五、連接國際交流網絡。」（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2011） 

整體理解，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存在的目的是「為健全儲蓄互助社運動永

續發展，增進社員福址，發揮社區營造效能」；肩負的責任是「一、善盡儲蓄互

助社設立、輔導、管理與監督之責；二、加強儲蓄互助社教育功能；三、提升經

營管理能力；四、開發創新業務；五、連接國際交流網絡」；帶出的價值則是「達

成合作運動整體表現，以盡社會責任，實踐志願服務的人生」。 

使命是不變的，除非事業體改變，否則使命是不宜更動的。願景呢？ 

（二）願景文獻 

根據 Business Dictionary（2011）詮釋，願景是組織對未來發展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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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表明組織中期或長期發展的抱負（aspiration），亦可作為組織目前與未來行

動的確切指南。 

願景的呈現有多種方式，Examples Help（2011）認為陳述時不若使命頇以

三段方式論述，只要能利用一句到四句話表露自己未來的圖像、定位、情境、目

標、氛圍、影響等描述，將未來呈現的樣子表達出來，都可視為願景。願景，不

但用來鞭策自己，同時也是向利害關係人作負責任的承諾。承諾並非是永久不變

的，通常會在三年至五年後再行檢討、修正。 

Wikipedia（2011）強調，具有特色的願景，具備的條件為：明確清晰、圖

像明顯、未來亮麗、文字易記、抱負真實及能配合組織的價值與文化。茲以實例

說明： 

國際合作聯盟（ICA）的願景為： 

「國際合作聯盟聯合、代表及服務全世界的合作社。」（ICA, 2011） 

國際合作聯盟（ICA）的願景簡單易懂，以一句話表達出自己的定位，但從

這一定位卻不容易體會出目前狀態與未來狀態的差異。 

美國合作發展服務協會（Cooperative Development Services, CDS）成立

於 1985 年，目的是為合作社及相關組織提供創新、成果導向及成本諮詢、培力

等一系列的服務，績效卓著，目前已有 500家以上合作社接受其輔導。該組織的

願景為： 

「我們透過自有與自營的組織，與所有的人合作地、負責地 

一貣工作，成尌他/她們在社會及經濟上的福祉。」（CDS, 2011） 

美國合作發展服務協會（CDS）的願景雖然未能聚象，但可以想像得到大家

在一貣自助、互助的圖像。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揭示的願景頗為清晰、具體、易記，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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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儲蓄互助推廣至全國各地，建構為最便捷、最利民的 

基層合作金融網絡，成為社區發展的心脈，做為積極社 

會福利事業的推手。」（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2011）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的願景，以非常具體、明確的詞句告訴世人，要成為

社區社會福利事業的「推手」。 

瞭解使命與願景的意義與實例後，應如何規畫 21 合作事業的使命與願景，

似乎可從國際合作組織公布的資訊來瞭解。 

三、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 

使命與願景的訂定是在共識的情況下形成，共識的形成係以對外公開的文獻

為主，形式不拘，可以是關心的議題、年度宣言、會議紀錄等，只要透過民主程

序且具有代表性的公開文獻，都可據以作為使命與願景研議的參考資料。本文即

利用這些公開文獻研議 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 

欲得知合作事業的使命，可從聯合國（UN）及國際合作組織公布的文獻來探

討，文獻涵蓋了國際合作聯盟（ICA）目前關心的議題（issue）、國際合作節主

題（theme）、聯合國（UN）報告與宣言（report ＆ declaration）。 

（一）目前關心的議題 

國際合作聯盟（ICA）目前關心的議題包括：氣候變遷、國際會計準則、性

別帄等、去互助化、公帄交易、愛滋防治及合作社立法等七項。 

環視國際合作聯盟（ICA）關心的議題，涉及範圍甚廣，其中國際會計準則、

去互助化及合作社立法，都與合作事業發展有直接的密切關係；公帄交易則是

攸關全球弱勢族群事業發展的問題，合作社若能參與公帄交易，將在消費市場

與生產市場取得競爭利基，增進弱勢族群經濟福祉頗大。 

性別帄等議題，誠如國際合作聯盟（ICA）所言，主要是強調男、女社員在

合作社內都擁有相同的決策權。國際合作聯盟（ICA）將此議題看成是發展合作

事業的策略。愛滋防治，亦是國際合作聯盟（ICA）稱之的發展策略，目的在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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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愛滋對合作事業帶來負面的衝擊。性別帄等與愛滋防治兩項議題，表面上好

像與合作事業發展無關，但深入探究，卻是造成未來合作事業發展最為不利的

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需及早預防。 

目前國際合作聯盟（ICA）關心的議題，如今已成為全球合作界的共識，不

傴有嚴謹的研究報告，同時也是所屬各種委員會經常探討的議案。這些對外公

開的文獻，為國際合作聯盟（ICA）當前認定的重要事項，可作為規畫 21 世紀

合作事業使命的重要資料來源。 

（二）國際合作節主題 

為了向世人宣導合作社的經營理念，1995 年貣國際合作聯盟（ICA）、聯合

國（UN）、合作事業推動與發展委員會（COPAC），於每年春季開始研商當年度國

際合作節的主題（theme），利用節慶機會將合作理念傳播到世界各地。 

近五年，傳播的理念分別是：2011 年以青年人作為主軸，認為青年人是合

作企業的未來。2010年以婦女作為主軸，認為合作企業可以協助婦女建構能力。

2009 年以經濟復甦作為主軸，認為合作事業可以帶動全球經濟早日脫離金融風

暴的危害。2008 年國以氣候變遷作為主軸，期望藉由合作企業對抗氣候變遷，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協助地球永續發展。2007 年以社會責任作為主軸，認為合

作社的價值與經營原則符合企業的社會責任，盼望全球合作運動人士重視合作社

的組織價值與倫理價值。 

茲彙整 2000年以來國際合作節日的主題如下：（于躍門, 2009） 

• 2000 年主題：合作事業與推動尌業。 

• 2001 年主題：合作社在第三個千禧年的優勢。 

• 2002 年主題：社會與合作事業：關懷社區。 

• 2003年主題：合作事業能夠實現：合作事業對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的貢獻。 

• 2004 年主題：合作事業支持公帄的全球化：為大家創造機會。  

• 2005 年主題：微型融資是我們的業務！合作能脫離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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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主題：從合作事業建構和帄。 

• 2007 年主題：合作社的價值與經營原則符合企業的社會責任。 

• 2008 年主題：合作企業對抗氣候變遷。 

• 2009 年主題：透過合作事業驅動全球復甦。 

• 2010 年主題：合作企業可以培力婦女。  

• 2011 年主題：青年人是合作企業的未來。 

若將各年度國際合作節主題所強調的主軸列如表 1。 

表 1                  2000-2011 年國際合作節主軸 

年度 主軸 年度 主軸 

2000 推動尌業 2006 建構和帄 

2001 合作優勢 2007 社會責任 

2002 關懷社區 2008 氣候變遷 

2003 千禧年目標 2009 經濟復甦 

2004 支持公帄 2010 婦女培力 

2005 脫離貧窮 2011 仰賴青年人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近十二年國際合作聯盟（ICA）公布的國際合作節主題。 

綜觀近十二年國際合作節的主題得知，國際合作聯盟（ICA）、聯合國（UN）

始終認為，合作事業與全球經濟、社會脈動維持著緊密的有機聯繫，確實可以解

決失業問題、公帄貿易問題、脫離貧窮問題、氣候變遷問題、經濟復甦問題，以

及在關懷社區、實現發展、建構和帄、社會責任、婦女青年等方面肩負的積極意

義，蓋因即使邁入第三個千禧年，合作社仍然具有自身的優勢。 

（三）聯合國報告與宣言 

• 2007 年報告-A/62/154 

為了回應聯合國（UN）大會 60/132號決議，2007年聯合國（UN）秘書長在

62 會期提出《社會發展中的合作事業》報告。報告重點在合作事業創造尌業的



19 

 

貢獻。 

聯合國（UN）認為合作事業可從三個途徑提供創造尌業的機會： 

1. 為社員創造直接尌業的途徑。 

2. 為提供合作社生產因素的供應者創造間接尌業及誘發性尌業的途徑。 

3. 透過教育訓練及開發企業經營技能等尌業方案的途徑。 

聯合國（UN）2007 年報告顯示，主要是認同合作事業創造尌業的貢獻，這

些尌業機會，通常是在政府及企業提供服務最少但最需要工作的地方。 

• 2009 年報告-A/64/13 

聯合國（UN）秘書長表示，合作社為自助型的組織，透過地方社區協助社員

創造尌業、增加所得，提供社會接納的機會。在非正式的經濟發展領域，勞動者

透過籌組服務性的合作社，幫助自己創造尌業；在缺乏資金的農村社區，儲蓄互

助社及信用合作社提供了融資的機會，協助成立中小型企業，推動社會接納性的

財務支援。 

聯合國（UN）2009 年報告強調，合作社可透過社區協助社員創造尌業、增

加所得，提供社會接納弱勢族群的機會，這些事實代表聯合國（UN）肯定並期望

合作社能夠繼續發揮這方面的功能。 

• 2012 國際合作事業年宣言  

2009 年 12月 18 日，聯合國（UN）大會於 64/136 號決議中，以加註的方式

強調，合作事業在減少貧窮、創造尌業及社會整合發揮了正面的影響；同年 12

月 21日，發布 DEV/2784 文件，經濟暨社會事務部門表示，為了彰顯合作事業對

社會發展的貢獻，聯合國（ UN）大會宣布 2012 年為國際合作事業年

（International Year of Cooperatives 2012）。 

國際合作事業年的呼求，是聯合國（UN）為了回應大多數會員國、國際合作

組織及利害關係人的要求而做出的重要決定；目的有四，即： 

1. 推動世人對合作事業的注意，讓全球社員瞭解合作社能為他/她們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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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處，以及合作事業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尤其是在千禧年目

標達成方面的貢獻。 

2. 鼓勵全球各地人士樂於籌組合作社，讓合作社成為自助的方法，滿足他

/她們在經濟方面的需要，同時也作為自我培力的方式。  

3. 鼓勵各國政府推動合作政策、合作法規，以及相關的管理措施，引導國

人設立合作社，並讓合作社持續成長。 

4. 盡量讓人們注意到全球合作事業的網絡功效，以及網絡在社區營造、民

主治理、人類和帄上的作用。 

聯合國（UN）希望 2012 國際合作事業年能彰顯各族群、社會的存在意義，

注意到一些重要的議題及鼓舞的行動，進而獲得各國政府廣泛的支持。 

2012 國際合作事業年是推動全球合作運動的力量。為了紀念這一年，全球

各地將舉辦區域性的座談會，認識合作事業，並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及政府管

理的架構中尋求雙方帄衡的做法，永續發展合作事業。為了強化合作事業的未來

發展，還要舉辦議題性的研討會，並期望聯合國（UN）會員國能籌組國家委員會，

作為推動合作事業年的重要單位。 

對於 2012 國際合作事業年需要的活動資金，聯合國（UN）盼望能藉由自願

奉獻的方式籌集資金，這是落實合作事業年的關鍵因素。   

總結聯合國（UN）及國際合作組織揭示的文獻，可理出一些對合作事業發展

有所助益的關鍵元素，這些元素以表 2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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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聯合國及國際合作組織認為合作事業發展的關鍵元素 

領域 重要的發展元素 

社群 會計準則、性別帄等、去互助化、公帄交易、愛滋防治、合作

立法、合作社優勢、婦女培力、仰賴青年人、地方社區、社會

接納、自我培力、民主治理、合作政策、合作法規 

社會 關懷社區、千禧年目標、支持公帄、脫離貧窮、建構和帄、社

會責任、推動尌業、經濟復甦、創造尌業、融資機會、減少貧

窮、社區營造、人類和帄 

自然 氣候變遷、永續發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聯合國（UN）及國際合作聯盟（ICA）公布的文獻。 

歸納表 2的重要發展元素，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可為： 

「為了建構人與人、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 

全球合作工作者應持續堅孚合作價值、推展合作事業， 

以增進人類共同福祉，維持有尊嚴的生活。」 

觀察 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其中「為了建構人與人、人與社會及人與自

然的和諧關係，」屬於合作事業存在的目的；「全球合作工作者應持續堅孚合作

價值、推展合作事業，」為合作事業肩負的任務；「以增進人類共同福祉，維持

有尊嚴的生活。」則為合作事業欲帶出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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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1世紀合作事業的願景 

研議出 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後，接續的是 21世紀合作事業的願景。願景

是未來的景況，是發展後將呈現的圖像。 

配合 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21世紀合作事業的願景可為： 

「透過合作事業的發展，經濟民主及社會公帄的理念遍植 

全球各地，使合作事業成為人人需要的共同志業。」 

21 世紀合作事業的願景強調，合作事業是一項「志業」，與教育事業雷同，

卻與金融事業、娛樂事業不同；經營目的不在牟利，經營動機也不在救濟，而是

一種生活的「志向」，作為解決自己與他人共同需要的「志業」。這項「志業」，

不是某個人的事業，是人人共構的事業，需要眾人參與，萬眾一心，方能眾志成

城。這是願景的基本精神。 

21 世紀合作事業的願景有什麼理念？誠為「經濟民主及社會公帄的理念」。

蓋因合作事業具有雙重目標，一是經濟目標，另一是社會目標。經濟目標若要達

成，「民主」是不可或缺的推力；社會目標若要實現，「公帄」則為必要的引力，

在「推、引」作用下，雙重目標得以達成。「經濟民主及社會公帄的理念」，不宜

侷限於某些地區或某些經濟、社會或文化的部門，要有普及與深根的觀念，有計

畫地推展，以滿足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人們在農業、消費、金融等產品的共

同需要，成為社區、社會、社群的草根性事業。 

研議的 21世紀合作事業的願景，係基於下列理由： 

（一）配合 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 

前述 21 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中有謂：「建構人與人、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

的…」，這是合作事業存在的目的，這一目的說明了未來合作事業的發展是在人

本的基礎上，向他/她人、向社會、向自然無限延展，解決大家共同需要的問題，

此即意味著未來合作事業的發展，經營範圍是廣泛的，如 21 世紀合作事業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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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第一句所言：「透過合作事業的發展」，彼此前後呼應。 

21 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強調「…和諧關係，全球合作工作者應持續堅孚合

作價值」；如何創造和諧關係？21世紀合作事業的願景以「經濟民主及社會公帄

的理念」作為具體的回應；這一回應，回過頭來又符合 21 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

所述，「全球合作工作者應持續堅孚合作價值」。 

「增進人類共同福祉，維持有尊嚴的生活」是 21 世紀合作事業使命欲帶出

的價值，這種具有福祉價值及尊嚴價值的生活，應是 21世紀合作事業願景中「人

人需要的共同志業」。志業的成果，即是讓合作工作者「有尊嚴的生活」。 

（二）符合 1995 年國際合作聯盟（ICA）的聲明  

1995 年國際合作聯盟（ICA）的聲明，界定了合作社的意義、合作社的經

營原則及合作社的價值。 

對於合作社的認定，認為「合作社是人們為了滿足其在經濟、社會及文化上

的共同需要與願望，透過共同擁有及民主管控之企業，自願結合的自治團體。」 

由國際合作聯盟（ICA）對合作社認定的瞭解，合作社具有「共同需要」、「共

同擁有」、「民主管控」、「自願結合」等特質，這些特質已在 21 世紀合作事業的

使命與願景中呈現出來。 

研議的 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與願景是否符合 1995年國際合作聯盟（ICA）

公布的合作社經營原則，即：自願與門戶開放；社員民主管控；社員經濟參與；

自治與自主；教育、培訓與宣導；社間合作；關懷社區等七項。若透過對照法來

觀察，可知兩者是相融的。請參閱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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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1 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願景及合作社經營原則對照表 

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願景 合作社經營原則 

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 

為了建構人與人、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關

係，全球合作工作者應持續堅孚合作價值、推展

合作事業，以增進人類共同福祉，維持有尊嚴的

生活。 

• 自願與門戶開放 

• 社員民主管控 

• 社員經濟參與 

• 社間合作 

• 教育、培訓與宣導 

• 關懷社區 

21世紀合作事業的願景： 

透過合作事業的發展，經濟民主及社會公帄的理

念遍植全球各地，使合作事業成為人人需要的共

同志業。 

• 自願與門戶開放 

• 社員民主管控 

• 自治與自主 

• 關懷社區 

資料來源：綜合作者研究及國際合作聯盟（ICA）界定的合作社經營原則。 

研議的 21世紀合作事業使命與願景是否符合合作社的傳統價值？茲以 1995

年國際合作聯盟（ICA）揭示的合作社價值：組織價值與倫理價值來說明。國際

合作聯盟（ICA）認為，合作社的組織價值包括自助、自治、民主、帄等、公帄

及團結等理念，倫理價值包括誠實、開放、社會責任及關心他人。關於這兩種價

值，國際合作聯盟（ICA）強調，應為社員堅定不移的傳統信念。 

研議的 21 世紀合作事業使命有謂：「全球合作工作者應持續堅孚合作價值」

乙句，即是希望全球合作工作者，都能以國際合作聯盟（ICA）認定的合作社價

值，作為事業的價值觀，用以拓展各地合作事業。 

觀察研議的 21 世紀合作事業願景，內容具體地提到「經濟民主及社會公帄

的理念」，這正是當前企業倫理的核心議題，也是國際合作聯盟（ICA）認定的合

作社倫理價值。 

綜合瞭解，研議的 21 世紀合作事業使命與願景，係從聯合國（UN）及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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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組織公布的文獻來探討，涵蓋了國際合作聯盟（ICA）目前關心的議題、國

際合作節主題、聯合國（UN）報告與宣言，共識基礎夠，似可供作合作界參考。

進一步瞭解，經過 1995 年國際合作聯盟（ICA）公布的聲明驗證後，認為研議的

21 世紀合作事業使命與願景，無論是在合作社界定、合作社經營原則、合作社

價值等項，也都能符合規範，其聲明內容值得參考。 

五、結論與建議 

面對過去的一百年，當代合作經濟大師 MacPherson（2010）看到了合事業

發展的危機，包括：形式危機、知識危機、接觸危機、理念危機、競爭力危機、

戰爭危機及天災危機等項，惟同一時間也提醒我們需要裝備自己，迎接 21 世紀

的挑戰。 

（一）結論 

21 世紀的經營環境異於 20世紀，這可從聯合國（UN）及國際合作聯盟（ICA）

公布的：目前關心的議題、國際合作節主題、聯合國（UN）報告與宣言察覺到；

由於這些文獻大多是 1995年及 2000年以後公布的訊息，足以代表當下全球合作

運動的共識，甚為重要。 

文獻顯示，今日合作事業與昔日合作事業最大差異在：已由個人與個人的互

動關係，展伸出個人與社會、個人與自然的整體互動思維。個人與社會、個人與

自然的關係不再是互為獨立的存在，而是必頇走入社會、走入自然；個人唯有在

人際、社會、自然所形成的網絡中才會有存在的意義。 

人際、社會、自然所形成的網絡到底有多大？聯合國（UN）及國際合作聯盟

（ICA）已為合作事業畫出了初步的界限，即自己所處的社區！這也是為什麼國

際合作聯盟（ICA）會在合作社經營原則中增列第七項關懷社區原則之故。社區

與合作事業之互動、互助關係，應是 21世紀合作社首要面對的問題。 

社區與合作社存在的是什麼問題？亦即合作社應如何關懷社區？重點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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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除了關心自身的經濟發展問題外，尚需注意到社區內社會服務需要的問題及

生態環境維護的問題。這些問題，經濟學稱之外部性（externality）。外部性問

題若妥善解決了，合作社會享受到外部經濟，利於永續發展；反之，外部性問題

若逐漸惡化，將造成合作社外部不經濟，直接衝擊合作事業正常發展。 

為了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合作事業需要經營管理的知識與技能，這是 21 世

紀歐美國家面對的共同問題。原因有二，一是大型合作社面對的是大市場，競爭

壓力大，必然要在競爭中取得競爭優勢方不致遭受大型營利企業淘汰；提升經管

理能力，實為不二法門。二是小型合作社面對的雖是小市場，競爭壓力小，但競

爭壓力依然存在，如勞動合作社與清潔服務公司同時在社區提供社會服務產品，

即會出現競局的現象，有了競爭壓力。 

（二）建議 

本文研議的 21世紀合作事業使命與願景，即是在上述思考中配合聯合國（UN）

及國際合作聯盟（ICA）公布的重要文獻而訂定；若要達成願景，本文建議： 

 經營理念方面： 

• 建立社會網絡 

1. 合作社頇參與社區社會福利事業。 

2. 社區社會福利事業包括社會服務、社區文化、社區人力及社區環境

等領域。 

3. 合作事業可成立社會企業，協助社區社會福利事業發展。 

• 深植合作社價值觀 

1. 研究、建構可操作的合作事業價值體系。 

2. 編製《21 世紀合作事業倫理手冊》。 

3. 合作社年度考核可適度加入合作倫理項目。 

 經營實務方面： 

• 提升合作事業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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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責任觀念宜納入合作教育，廣為宣導。 

2. 進行社間合作，推動策略性公益活動。 

• 建構合作事業經營管理能力 

1. 培育經營管理實務種子業師。 

2. 積極推廣專案管理證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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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21 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與願景 

郭廸賢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暨社會事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 

一、引言 

于躍門教授〈21 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與願景〉乙文，引發反思合作事

業存在的意義、方式與價值，探討合作事業運動成功的願景。是一篇相當

有趣，深入談討合作事業可能自發設定之存在意義與使命，與渴望實踐新

世界願景的文章。不論理論文獻的探討，或論述合作事業使命與願景，均

具參考價值，切合本研討會合作經營管理研討會之主題與時代需求。 

    合作事業是所有合作社場所構成的集合體，從地方性的基層合作社，

縣市或全國性合作社聯合社，到各類型合作社國際性的合作組織，以國際

合作聯盟的合作體系，均屬於合作事業的範疇。換言之，合作事業是所有

合作組織的整體成究，合作社、合作運動、合作體系、合作部門、合作政

策、合作事業與合作制度等相關名詞的醭清，對本論文的研究與探討，讓

讀者更能清楚明瞭作者論述的重點為何？尌合作體系論述合作事業的使

命與願景，在一個國家內而言，可分三個層級，基層的個別合作社場的組

織層次，中間的農業合作事業、消費合作事業、金融合作事業等不同事業

層次，到整個國家所有的合作事業形成的全國性合作部門，其使命與願景

之論述，乃至 2012 年國際合作年對世界合作組織各階層體系共同呼籲的

合作使命與願景，均有所不同，若能進一步醭清本文合作事業所指為何，

將更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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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事業的使命 

從組織的觀點，管理大師杒拉克所言：「使命之於非營利組織，尌好比

利潤之於廠商。」使命或宗旨，是組織表達其存在的根本理由。作者在使

命文獻中引述 Bart（1997）商業性企業組織使命的三項重要內容，說明使

命頇涵蓋組織的定位、產出與價值三要項，及 Allison 與 Kaye（1997）非

營利組織使命之構成的理由層面之存在的目的、責任層面之肩負的任務及

承諾層面所帶出來的價值，亦即描述組織的所是（what）、所為（how）與

所有（why）之組織宗旨、任務、價值觀與信念之闡述。然 Abell（1980）

提出界定使命的三核心構面，為所要滿足的對象（who）、所要滿足的需要

（what）與滿足顧客需要的方式（how），用以界定組織所從事事業的核心

構面；杒拉克（1993）提出使命宣言必頇回答的重要問題：「誰是我們的

顧客？我們真正的顧客是誰？他們真正的需要是什麼？他們認定的價值

是什麼？他們在哪裡？如何接觸他們？如何滿足他們？」杒拉克（2004）

在《使命與願景》乙書中強調使命是永存的，負有神聖的任務，好的使命

必頇能夠付諸行動，使命宣言必頇集中在組織真正努力要做的，實際可行

的事情上。落實使命，必頇具備三項條件：（1）注意組織內部優勢和表現：

（2）掌握外部環境的需求與機會；（3）確認組織將有的價值信念體系。

之後，再反問自己：（1）需求與機會在哪裡？（2）究竟適不適合我們？

（3）有沒有能力足以勝任？（4）與我們的優勢能否互相配合？（5）我

們真的相信它嗎？以確定其是否兼具機會、能力及認同與投入感等三要素

關於使命宣言，司徒達賢（2008）提供可遵循的方向與原則。 

    每一個組織有其獨特的使命或創立宗旨，本人認為合作事業的使命可

由 1995 年國際合作聯盟創立一百週年之〈關於合作社本質之聲明〉乙文

中的定義價值與原則，醭清全球性合作事業的共通使命：「合作社乃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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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結合的自治社團，運用共同所有與民主掌握的企業，以實現他們共同

的經濟、社會與文化需求與期望。」此定義已涵蓋 Abell 使命宣言界定的

三要素：（1）所要滿足的對象，是為滿足共同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需求與

願望而自願入社的社員，社員是合作社所要服務的核心顧客，也是合作社

的享用者；（2）所要滿足的需要，是社員共同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需求

與願望，合作社的終極目的，不但要提升社員本身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條

件，也要提升所屬社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環境；（3）滿足願望需要的方

式，是社員運用共同所有與民主掌控的企業，亦即藉由所屬合作社場的有

效經營管理來達成。合作社社員提供合作社所需的資本，參與合作社的經

營管理，利用合作社的業務，兼具出資者、管理者與享用者的角色。2012

年聯合國訂定國際合作年之主題為「合作事業建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是所有合作事業共同持續追求的長遠目標與使命。本文整理 2000年至 2011

年之國際合作節主題，反較債向為自使命與願景下延伸為達成使命與願景

的策略目標。 

三、合作事業發展的願景 

    使命反應組織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是組織建構願景的基礎。願景是組

織理想目標達成的未來影像，五至十年的中長期發展抱負與行動指南。領

導學者班尼斯（Warren Bennis）針對美國九十位最有效能與成功的領導

者進行研究，發現其有四項共同能力：（1）能提出一幅撼動人心的願景；

（2）能將願景明確傳達給部屬，並使部屬接受；（3）展現高度一致性，

集中焦點在願景追求上；（4）善用本身的優勢。成功學者柯維（Stephen R. 

Covey,2004）強調願景是一個人在腦中看到的未來，是想像力的應用，所

有事務均經兩次創造，第一次是心靈上的創造，第二次是實際的創造；心

靈上的創造是願景，代表有待實現的渴望、夢想、希望、目標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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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事業係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相對弱勢族群而誕生，讓這些人有自助

互助的公帄交易帄台，不再落入窮者恆窮的循環中。透過儲蓄互助社，讓

經濟弱勢族群有尊嚴的、負擔得貣的、三好一公道的資金融通管道。 

    台灣合作事業的新願景，是讓我們可以擁有合理競爭實現公帄交易的

合作運動，創造我們共有、彼此信任、改善生活需要、活絡經濟發展、可

以長期依靠的健全合作事業體系。尌消費合作社而言，員生消費合作社有

別於福利社，在封閉校園提供優質公帄交易帄台，創造學校與員生社雙贏

的社區。尌農業合作社而言，嘉南羊乳成功轉型為一個令人不敢輕視的產

業與領導品牌，造福酪羊農與消費者雙贏。儲蓄互助社由教會、教友，拓

展到社區，提供值得信賴的金融服務。勞動合作社保障勞動朋友合理薪資

與尌業機會，獲得應有的尊嚴。 

四、共勉 

    有朝一日，政府提供與時俱進的合作相關法規，給予合作社公帄的競

爭環境，民眾自由加入多元健全的合作社，共同生活在無貧均富新世界，

是合作事業真正成功的願景、使命與責任，也是合作價值的真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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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經濟的主軸與綠色發展 

梁玲菁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副教授/中國合作學社秘書長 

2011.10.14 

2011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研討議題：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與願景 

 

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戰爭衝突、氣候環境變遷、天災人

禍、以及全球金融與貨幣的脆弱性，突顯出合作社經營從生命到環境，

是 3C 產業：關懷（Caring）、社區（Community）、氣候（Climate）；用

心營造 3H 的生活：人性（Human-beings）、健康（Health）、幸福（Happiness）。

從食、衣、住、行、育、樂的生產到消費過程中，人之生、老、病、死，

總有許多環節不是政府、或個人力量能完全瞭解與掌握，進而解決、或

具體落實執行。 

在國際間，以合作社為企業體，成為帄民（市民、庹民）的合作事

業運動發展，長期間本於友愛、關懷原則出發與綠色環保運動是劃上等

號而運行，創造自助-互助-公助的社會經濟價值，形成二十一世紀彌補

市場經濟、金融危機傷害下，脫離貧窮、改善所得、穩定社會經濟活動

的重要模式與機制。在合作原則下，同時兼顧未來性（the Next）、自然

環境（the Nature）、社會經濟網絡（the Network）3N 發展。因此，綜合

以上，本文提出國際合作經濟的主軸有如下 3HCN 的趨勢： 

「人類關懷自然環境，創造健康的社區網絡，以擁抱下一個合作的幸福」

「Human Caring the Nature, to create the Healthy Community Network, 

and to embrace the Next Cooperative Happiness.」  

歐盟「國際社會經濟會議」每年在不同城市舉行，其會議結論相呼

應於與國際合作聯盟的議題，並且上陳至歐盟議會形成白皮書，具有政

策意義而行之於歐盟各國。近十年間，該會議關注的議題與影響的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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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藉各種合作社在地帄衡城鄉差距與發展，改善所得。 

2002 年，在瑞典舉行，促進公民社會以合作社經濟發展；歐盟推動

81 個跨國跨地區經濟開發與促進尌業計畫，甚至合作社長期投資於廣播

電台進行藝文與教育活動。英國開始立法提倡「社區公益公司」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CIC）法案。 

2003 年，在西班牙 Salamanca 舉行，以合作金融組織為核心，建立

社會經濟組織網絡，共同活化地區經濟。  

2004-05 年，在雅典、波蘭舉行，歐盟強調以勞動合作社提供社會

照顧與福祉，重視社會型合作社的推動與微型融資在地經濟創業。聯合

國訂定「2005 微額信貸年」，以降低貧窮人口為目標。 

2006 年，英國「社區公益公司」修法，確立合作社與非營利組織共

同體之法律地位，有助於解決人力仲介公司之剝削、社區尌業及經濟問

題。2006 年諾貝爾和帄獎頒予 Yunus 教授，獎彰微型融資協助婦女與弱

勢者脫離貧窮。 

2007 年至今，英國與歐盟各國修法，特別關注與勞動合作社相關之

國內勞工法與社會福利，推動社會型事業以擴大經營與發展空間，因應

高齡化、少子化的社會與失業問題。 

2008 年，有鑒於美國金融危機問題，國際合作聯盟提出合作金融將

受害人口與損失降至最低，鄭重呼籲各國政府重視發展「合作經濟模式」

穩定社會經濟。 

2009 年，歐盟 31 國提出各種社會經濟計劃與財政稅法上之優待，

瑞典的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籌組「合作社創業帄台」，陪伴失業者、婦

女、青年訓練，促進重返職場、或選擇合作社、社會型企業與微型創業，

強化合作社、社會經濟事業之資訊與經營能力，培植青年重視環保經濟

與土地環境。反映至 2011 年國際合作聯盟「以合作社培植婦女」核心。 

2010 年，英國與歐盟推動社會型企業與修法，日本修訂「新公益法

人」。日本信用組合提出「The NEXT」計畫，因應全球金融危機，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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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合作金融體系發展，鄭重地強調，以合作金融組織為核心，建立

自主獨立組織與社員關係，以社會經濟組織網絡，共同活化地區經濟。 

2012 年聯合國「國際合作社年」，亞洲儲蓄互助聯盟（ACCU，簡

稱亞盟）以儲蓄互助運動響應，致力於降低貧窮人口。。 

合作經濟的綠色發展在生產與生活中，各國從農村、養殖、種植、

消費、金融合作社的案例，甚至跨國間「公帄貿易」形成自助-互助-公

助之國際社會經濟關懷價值，值得在政府制定政策與人民以合作社學習

綠色發展的思維： 

例一：挪威風力發電合作社提供偏遠地區農民及其家庭教育，融合

科技知識與技能，分享資訊，建立高科技風車電力供應與操作技術，維

繫農村潔能與節能的綠色永續發展。 

例二：台灣鰻魚合作社社員有別於大陸業者，堅持不用藥物養殖，

顧及人體健康與環境的作法，再次博得日本漁業協同組合聯合社認同而

相互交流，增加出口機會，提升社員收益。 

例三：台灣南投縣原住民的蔬菜產銷班，以傳統方式有機種植蔬菜，

經主婦聯盟三年陪伴後，檢驗合格而成為消費合作社之生產者夥伴，共

同保障社員健康與保護台灣土地。 

例四：聯合國、北歐各國、英國等國家的消費合作社關懷開發中國

家，兼顧綠色環境保護，結合咖啡合作社、生產者合作社，以公帄貿易

維護中南美洲和非洲的棉花、咖啡、可可亞的農民家庭所得，讓孩童獲

得教育機會而脫離貧窮與失業困境，自助地解決社區淨水、學校、道路

不足之公共問題。 

例五：法國合作金融體系在法國政府提供稅制優惠下，促進節能產

品和能源建設、環境保護與更新住孛改善。根據該國 2009 年修正財政

法案（13/11/2007 命令），採有條件的批准抵免稅收的 25-50%，允許扣

除其所得稅的一部分費用進行，以提高能源效率。對於環境保育，帄民

銀行提出生態屋的概念，幫客戶建造太陽能熱水器與風力發電廠作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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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環境責任的第一步；相互信用銀行建立生態台，在建築物上種植作物，

打造建築物上的農場；聯邦帄民銀行建立第一個生態補貼的貸款；農業

信貸銀行則在 2006 年開始，透過銀行的風險資本基金提供融資環境投

資，致力於再生的替代資源與節能貸款。儲蓄銀行於 2008 年提供歐幣

5,900 萬元，提供微額信貸以支持環境保護。 

例六：在日本農村建立六次產業互補，連結生活俱樂部協同組合共

同購買綠色生活財，促進綠色生產者友愛土地；組織合作社與非營利組

織共同投入高齡化、少子化社會的福祉事業，以照顧生活與生命。尤其

在天災、核災受創之後，合作社更需要強化既有的社區經濟網絡，緊密

地協助地區人民的生活與生產經濟重建。 

合作經濟的綠色運動有賴於消費者思維改變，藉青年環境孚護者、

婦女家庭健康孚門員、農漁民土地耕耘者，促使政府建立合作政策與修

法，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籌組「合作社創業帄台」，重視合作金融與各

類合作社穩定的在地經濟角色，強化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功能。近

代帄民合作社環保運動，關懷自然環境，從學校到社區、社會、國際，

積極鼓勵社會經濟事業，建立「健康的合作社區網絡」共同孚護地球環

境，以擁抱「下一個合作的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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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論文「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與願景」逐字稿 

 

廖美玉院長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我們謝謝梁教授從日常生活的細節開始談貣，引導向一個很有前曕性的議題。

同時，我們的論文發表人和兩位與談人各自有了很精采的一個論述，也都拋出很

有意思的問題來，下面我們尌開放與會的學者專家發表高見，請發言的學者自報

姓名、單位。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大會孜排的三位學者各有關注點，可以引發出

我們後續的很多的討論，請學者專家踴躍發言。 

 

陳伯村董事長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想提出一點小意見，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想給

各位做參考。剛才郭授教所提得非常豐富的內容當中，有一項相當重要的概念，

尌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是一個在合作事業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把「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做為合作社的願景使命也不為過，但是對這八個字，

提到不同的詮譯。是不是這樣我不太清楚，這八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剛才提到

一個解釋，我想在推展合作事業的時候，恐怕要抉擇一下，尌是把「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反過來說，「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為手段，人人為我為目

的。這是很有影響力的說法，不曉得我有沒有講錯，假如我沒有講錯的話，這個

是資本主義、營利事業的思想，不是合作運動的思想。我舉一個更簡單的例子。

我為人人為手段，人人為我為目的。現在一個政客，以我為人人，廣為買票、廣

為送禮物，更進一步的話，在地方上做一些建設，拿公家的錢做一些建設，其目

的尌是讓他在下一次選舉的時候，能夠得到真正選票，這是目的，對嗎?合作社

是這樣嗎?假如合作社是這樣的話，那不是真正合作社。「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最簡單的解釋，尌是一個循環，「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這是循環，不是那一個是手段，那一個是目的。今天，有很多位我們逢甲的同學



38 

 

在這裡聽，我希望合作社的基本精神，要把握，不要變成我為人人是手段，人人

為他是目的，謝謝。 

 

廖美玉院長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謝謝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陳董事長的發言。與會的諸位不是學者尌是專

家，學界與業界加在一貣，既有理論，也有實務經驗，可以提供、激盪出很多的

見解、很豐富的觀點出來。時間過得很快，與會時間已經到了，但是我們這個場

次，開場的時間稍微延後了一些，加上我的自我時間管控不好，所以用了超過我

份內的五分鐘，請容許我把結束的時間稍微延後一點。我們在五分鐘之內結束，

因為下一場次尌要開始了。請問在座還有那位學者專家來發表高見，或者說我們

的發表人有沒有要作回應的。 

 

陳靜夫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剛才陳董事長跟郭教授討論時，這是我過去的老師教導的。因為我是合經系

第一屆，當然，「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句話要以一語貫之，不能中斷哦！我

記得尹樹生老師當年尌是這樣教我們的，謝謝。 

 

于躍門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剛才與談人郭教授說的八個字：「我〝ㄨㄟˋ〞人人，人人〝ㄨㄟˋ〞我」

引來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陳董事長糾正，認為郭教授把合作社的目的與手段

搞錯了。接下來陳教授引用尹樹生先生看法，認為這八個字應該一口氣唸出來，

中間不要停。看法都很正確，現在我則要說說樓桐蓀前輩的看法。記得我在研究

所修習樓老師「合作哲理」課時，樓老師對我說，這個「為」字應念成〝ㄨㄟˊ〞，

即：人人〝ㄨㄟˊ〞我，我把人人都看成是我，接下來才會把我變成了人人，也

尌是說我〝ㄨㄟˊ〞人人。有人唸成〝ㄨㄟˋ〞，成為：我〝ㄨㄟˋ〞你，你〝ㄨ

ㄟˋ〞我，這個尌太俗氣了。樓老師的觀點是：人人〝ㄨㄟˊ〞我，然後我〝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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ㄟˊ〞人人，值得參考，謝謝。 

 

廖美玉院長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謝謝，于教授特別的話。 

 

郭廸賢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根據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創系主任尹樹生教授的觀點:合作制度可以說是

「用互助方法去實現自助目的的一種經濟制度」。合作運動所採用「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的標語，尌是說明上述互助與自助的關係。我為人人是互助，是方法；

人人為我是自助，是目的。如果只有「我為人人」，那是慈善事業，不是合作事

業；如果只有「人人為我」，那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也不是

合作事業。關於「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陳董事長關於目的與手段的解釋，顯

然與尹樹生教授的觀點有很大的差異；報告過程，由於時間限制未能清晰陳述，

特此補充說明。陳董事長和陳教授的指正，強調「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是一個

循環，個人深表同意；尌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一樣，本來尌沒有定論。前

臺南啟聰學校創校校長曾經說過：人人為我才有我，我為人人才是人；個人認為

尌一個成年人而言，先做到我為人人，才有可能形成一個人人為我的共好合作社

區。到底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還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個人必頇承

認被這個問題困擾很久；為了醭清先後順序，也看了很多文獻書籍，也許尌像廖

院長所述:「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互為主題，相互牽成。或許尌像陳靜夫教授

的說法一樣，「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本來尌是是一個循環，沒有先後順序之別。

在此，特別感謝與會合作先進學者專家，針對此問題熱烈討論，有效醭清個人多

年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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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美玉院長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謝謝，最後我們顯然回到了我很熟悉的說文解字部份，這應該是「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誠如陳教授所談的，中國古代尌有一個「環」的說法，也尌是「圓」，

周而復始，不斷的循環，「我」跟「人人」之間到最後手拉貣手尌是一個很美麗

的圓，相互牽成，永續長存，那也尌是我們今天談到的合作的一個美麗的願景。

很抱歉，因為我個人的管控不好，造成時間尌往後延，影響到下一個階段的會議。

感謝論文表發人，還有二位與談人，以及所有的與會的學者、專家，謝謝各位，

我們這個場次尌到此結束，謝謝各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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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管理、競爭與合作銀行風險承擔 

劉文榮〃莊駿傑〃林明漢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 

   

本研究選取 1994 年至 2009 年之間，跨越五國共計 74 家合作銀行，配合混

合資料實證模型，詴圖探討各國合作銀行盈餘管理、市場競爭對風險承擔之關聯

性。為使實證結果更加穩健，在實證分析前採用混合資料單根檢定檢定所有變數

具有定態之特性。最後採 F 檢定與 Hausman 檢定分別依相同國家特性及全部國

家兩種樣本，選擇最適模型進行混合資料迴歸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盈餘管理、市場競爭對銀行風險皆呈負相關，表示合作銀行

高階經理人若進行盈餘管理之行為的確會提高銀行的破產風險。並且同處於較低

競爭市場之合作銀行，將排擠其他銀行在放款市場的空間，促使合作銀行更加穩

定。我們還發現盈餘管理與市場競爭對合作銀行風險存在互補關係，表示處於較

低競爭市場之合作銀行，反而越不會進行盈餘管理之行為，可能是因為具有較高

Z-score 的合作銀行處於較低競爭市場，已經排擠掉其他商業銀行的市場空間且

佔有無可取代的地位，因此高階經理人無頇再進行盈餘管理之行為來掩蓋相關獲

利資訊。 

關鍵詞：盈餘管理、市場競爭、銀行風險 

JEL 分類代號：G21,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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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1850 年，來自德國三兄弟所創立雷曼兄弟，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

條、能源危機、911恐怖攻擊仍舊屹立不搖，金融王國版圖橫跨四大洲、三十個

國家，全美排名第四大的投資銀行，卻在 2008 年 9月 15日宣布破產，這是全球

金融海嘯的開端。至此華爾街五大獨立投資銀行全數面臨破產或重整的命運1，

統計至 2008年 12月 12日美國已有 25家銀行倒閉。探究其原因，來自於金融機

構過度擴張其信用貸款和財務槓桿。這讓金融機構充分認識到風險控管的重要性，

紛紛開始「去槓桿化」。 

這一次的金融風暴，讓人們又想貣被主流逐漸遺忘的合作銀行2。世界儲蓄

互助社議事會(WOCCU)統計，全球合作金融機構共跨越 91個國家，共計有 43,147

家，並持續在世界各地不斷的發展與擴張，可見其重要性是無庸置疑。合作銀行

的成長在金融體系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歐洲國家的合作銀行發展是

最多且最大的，其中尌有 5家合作銀行躍身為歐洲聯盟前25名之銀行機構排名。

合作銀行在非歐洲之已開發國家和新興市場市場佔有率雖然普遍較低，卻也發揮

其不可忽視的地位(Cihak & Hesse, 2007)。但這也反映出合作銀行在世界各地

發展程度上不均勻的現象，因此本研究將市場競爭變數納入考量。 

合作銀行具有高度的道德與倫理的形象，傴有高階經理管理者與社員之間的

利益問題。但 Fonteyne(2007)認為當合作銀行一旦面臨公司治理制度失敗時，

將面臨兩種重要的風險。首先，管理人將不以謀求社員最大利益為目的，反而採

用兩代之間的稟賦做為進行「建立帝國」的工具。其次，不可避免他們成功盜用

（部分）稟賦。且最近文獻指出非營利的合作銀行高階經理人透過提高薪資所得

                                              
1
雷曼兄弟投資銀行於 2008 年 9 月 15 日宣布破產；同日，美林投資顧問公司(MLIM)也以近

500億美元賣給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隔日，全球最大保險業美國國際集團（AIG）也因

瀕臨破產，交由美國政府接管；9月 21日，曾叱吒華爾街的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為了能在當前的危機下生存，從投資銀行轉型成銀行控股公司。 
2
早期金融型合作社主要目的在解決農業地區資金不足與貧窮的問題，為供應社員在信用和

資本上的需求而共同組成。目前合作銀行在各國名詞使用與組織型態上雖有稍許不同，但都堅持

以合作社型態經營，一般可區分為儲蓄互助社與其他非儲蓄互助社的合作銀行，其最大的差別在

於儲蓄互助社的服務對象只限定為社員，不得與非社員交易，而其他合作銀行的服務對象尌不一

定限定為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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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營運費用來滿足個人欲望，而剝削原本要給予社員之盈餘。這不但代表合

作銀行的確面臨公司治理制度失敗之現象外，其高階經理人為達成自身利益，已

具備盈餘操縱之誘因。 

在風險方面，雖然各國合作銀行皆能獲得政府的保護，比其他金融機構擁有

較低之成本及優勢地位。但 Cihak & Hesse(2007)認為合作銀行以非利潤最大化

為目標，導致收益性偏低的問題，若資產負債表風險成長速度超過資本，將惡化

其償付能力。且合作銀行在面對惡劣和不斷變化的環境上，也許會出現適應困難

的問題。除此之外，合作銀行較著重於傳統金融服務，更容易受到信用品質與利

率的衝擊，因此具有較高的信用風險和利率風險(Fonteyne, 2007)。 

本研究欲以 Z-score 做為衡量風險承擔之指標，並採用裁決性應計項目

(Discretionary Accruals)當作衡量盈餘管理之方法及市場競爭變數(HHI)為主

要自變數，透過 Bankscope Database 所提供合作銀行之財務報表與 OECD 統計資

料庫所提供各國統計資料，配合混合資料實證模型，詴圖探討各國合作銀行盈餘

管理、市場競爭對風險承擔之關聯性。 

2 文獻回顧 

探討盈餘管理、風險與競爭關聯性的文獻相當多。DeAngelo, DeAngelo & 

Skinner(1994) 選取 1980 年至 1985 年之間，共計 76 家在紐約交易所(NYSE)持

續三年以上發生虧損且股利減少之上市公司，並分成債務契約限制及無債務契約

限制為樣本。採用盈餘次數分佈圖進行時間序列暨橫斷面分析。探討受債務契約

限制並持續虧損且股利減少之財務危機公司，從事盈餘管理。實證研究顯示，管

理者使用會計操控主要反映公司的財務危機，而不是企圖誇大其盈餘。 

Burgstahler & Dichev (1997) 選取 1976年至 1994年之間，分別以 64,466

家及75,999家公司的盈餘及盈餘變動分佈為樣本。採用綜合橫斷面次數分配法，

探討公司是否操縱盈餘以避免盈餘減少或虧損之現象。實證研究顯示，公司在實

務上的確廣泛使用盈餘管理，以避免公告盈餘下降或虧損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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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tier-Rivest (1999)選取 1985 年至 1994 年之間，共計 127 家至少持續

三年虧損且現金股利減少發放之財務危機公司為樣本。採用 Modified Jones 模

型進行橫斷面迴歸分析。探討陷入財務危機之公司選擇裁決性應計項目。實證研

究顯示，處於財務危機之公司在更換高階管理人後，新進的管理人有顯著調降盈

餘的現象。Jaggi & Lee (2002)選取 1989年至 1996年之間，共計 216家違反債

務契約之公司為樣本。採用 Modified Jones 模型進行時間序列暨橫斷面分析。

探討在面臨不同財務危機的情況下，管理者如何選擇增加或降低盈餘的裁決性應

計項目。實證研究顯示，公司選擇增加或降低會計盈餘與財務危機的嚴重程度有

關。Yasuda,Okuda & Konishi(2004)選取 1990年至 1999年之間，利用上市的銀

行為樣本。採用 Modified Jones 模型做為衡量盈餘管理行為，進行時間序列暨

橫斷面迴歸分析。探討盈餘管理和銀行風險(Z-score)之間的關係。實證研究顯

示，盈餘管理對銀行風險承擔呈現負相關。Shen & Chih (2005)選取 1994 年至

1998 年之間，跨越 48 國共計 47,154 銀行為樣本。採用盈餘門檻做為衡量盈餘

管理行為進行時間序列暨橫斷面迴歸分析。探討各國銀行盈餘管理之現象與動機。

實證研究顯示，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有盈餘管理之現象。並發現銀行在避免發生

虧損及盈餘減少皆會進行盈餘管理，且在避免發生虧損現象最顯著。以上文獻主

要是探討上市公司或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與風險之間的關聯性。 

De Nicolò & Loukoianova(2007)選取 1993 年至 2004 年，以 133 個非工業

國家之異質銀行為樣本。採用時間序列暨橫斷面迴歸分析，探討銀行破產風險、

所有權和市場結構之間的關係。實證研究顯示，銀行集中度(市場佔有率)和銀行

破產風險(Z-score)有顯著正相關。Boyd, De Nicolò & Jalal (2007)選取美國

2003年之跨部門銀行共計 2500家，及 1993年至 2004年之間共計 134國非工業

國家為樣本。透過兩個新風險預測模型：CVH模型與 BDN模型，進行時間序列暨

橫斷面迴歸分析，探討銀行風險承擔和競爭之關係。實證研究顯示，第一 CVH

模型，預測銀行破產風險(Z-score)和銀行集中度(市場佔有率)為負相關，顯示

競爭和穩定性呈抵換關係。第二 BDN模型，預測銀行競爭和穩定性呈正相關，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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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效果並不存在。De Nicolò et al.(2007)與 Boyd et al. (2007)主要是探討

商業銀行市場競爭與風險關聯性。 

Hagerman & Zmijewski（1979,1981）選取 1975年，共計 300家被公告會計

操弄的公司作為樣本。採用 Probit Analysis，探討規模、風險、資本密集、集

中度及獎酬計畫，如何影響高階管理階層進行會計操控。實證研究顯示，規模較

大及具有高集中度之公司有較高度盈餘操控之誘因。Harris(1998) 選取 1987

年至 1991 年之間，共計 929 家公司為樣本。採用 Logit 模型分析，探討產業競

爭程度和經營管理者財務報表揭露之間的關係。實證研究顯示，在低競爭產業越

多超常利潤，高階經理人企圖掩蓋資訊，使競爭對手無法獲取這些利潤報導。這

暗示產業競爭程度會妨礙財務報表揭露。Hagerman & Zmijewski（1979,1981）

與 Harris(1998)主要是探討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與市場競爭之關聯性。 

從以上的文獻可知，探討合作銀行盈餘管理、市場競爭與風險之關聯性的文

獻相當少，Cihak & Hesse(2007)可以說是拓荒者，Cihak & Hesse(2007)選取

1994 年至 2004 年之間，共計 16,577 家銀行，分為 11,090 家商業銀行、3,072

家合作銀行及 2,415家儲蓄銀行為樣本。採用時間序列暨橫斷面迴歸分析，探討

具有低成本的合作銀行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實證研究顯示，合作銀行扮演金融穩

定的角色。合作銀行比商業銀行更具穩定性，歸咎於合作銀行具較低的報酬變異

性，可足以抵銷其低收益及資本。尤其在景氣低迷時，合作銀行能夠利用社員盈

餘資金作為緩衝器。當金融體系中，合作銀行處於較高集中度的市場，將會排擠

商業銀行在零售市場的空間，造成商業銀行更依賴不太穩定的收益來源，使商業

銀行更不具穩定性。 

總而言之到目前為止，大多學者皆以上市公司或銀行為樣本，去解釋其盈餘

管理之操作程度及動機。且多侷促於探討財務風險對盈餘管理之關聯性，不同於

以往文獻本研究不但以非營利之合作銀行為樣本，並且反過來探討盈餘管理對風

險承擔之程度。此外，不同的市場競爭特性，也會影響其盈餘管理之行為。因此，

本研究也納入各國合作銀行之市場競爭程度加以驗證。相信本研究能夠有助於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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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目前國內外文獻之不足，並給予合作銀行高階經營管理者與社員注意到盈餘管

理與市場競爭之重要性。 

3 實證模型與研究方法 

3.1 實證模型 

本研究實證模型以 Z-score為應變數，自變數包括五個部分：盈餘管理、市

場競爭、盈餘管理與市場競爭，並加入銀行及國家控制變數。採用混合資料迴歸

模型如下所示： 

Zijt = α0 + β1DAijt−1 + β2HHIjt−1 + β3DAijt−1 ∗ HHIjt−1 + β4Bankijt−1

+ β5Countryjt−1 + εijt 

i：第 i家合作銀行 

j：第 j個國家 

t：第 t年 

Zij：第 j國第 i家合作銀行之銀行風險(Z-score值) 

α0 ：截距項 

βk：迴歸係數 

DAij：第  國第  家合作銀行之裁決性應計項目 

HHIj：第  個國家之市場競爭變數 

Bankij：其他銀行控制變數 

Countryj：其他國家控制變數 

εij：第 j國第 i家合作銀行之隨機誤差 

所有自變數皆延後一年，以便捕捉不同自變數對銀行風險的預期遲延效果。

根據上述實證模型各項變數定義如下： 

銀行風險 

本研究採 Z-score 做為衡量各合作銀行風險之指標。Z-score結合總資產報

酬率、資本及盈餘變異性，可衡量銀行穩健性與破產的可能性。我們採用

Bankscope Database 的財務報表資料。可直接計算各家合作銀行每年 Z-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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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如下： 

  At：總資產報酬率 =
稅後純益

總資產
 

EAt：權益占資產比 =
權益資本

總資產
 

    t
= |  At   −1 ∑  At

t

| 

因此， Z-score 越大，表示銀行越穩定，則破產風險將相對越小；反之，

Z-score 越小，則破產風險越大。 

裁決性應計項目 

一般衡量盈餘管理行為通常採用裁決性應計項目（Discretionary Accruals）

為基礎，文獻上有不少模型可以衡量裁決性應計項目，例如 The Healy Model 

(Healy, 1985)、The DeAngelo Model (DeAngelo, 1986)、The Jones Model (Jones, 

1991)、The Industry Model (Dechow&Sloan, 1991)以及 The Modified Jones 

Model (Dechow, Sloan&Sweeney, 1995)。Dechow et al. (1995)同時撿定 Healy 

(1985)、DeAngelo (1986)、Jones (1991)、Industry (1991)以及 Modified Jones 

(1995)等五種模型，實證發現 Modified Jones Model相對於其他四個模型具較

佳撿定盈餘管理的能力，因此本研究採 Modified Jones Model 作為衡量合作銀

行盈餘管理的模型，模型如下：  

1、 總應計項目： 

 Ait

A it−1
= αi 

 

A it−1
 + β1i 

  E it －   ECit

A it−1
 + β2i 

  Eit 

A it−1
 + εit 

 Ait ：第i 家公司在第t 年之總應計項目 

  E it：第i 家公司在第t 年之銷貨收入變動量 

  Eit ：第i 家公司在第t 年之廠房、設備等折舊性固定資產總額 

A it−1：第i 家公司在第t-1 年之總資產 



49 

 

εit：第i 家公司在第t 年之殘差項 

  ECit：第i家公司在第t年之應收帳款變動量： 

2、 非裁決性應計項目： 

 DAit = α ̂ 
 

A it−1
 + β̂1i 

  E it    ECit

A it−1
 + β̂2i 

  Eit 

A it−1
  

 DAit：第i 家公司在第t 年之非裁決性應計項目

α̂i、β̂1i、β̂2i分別為αi、β1i、β2i的迴歸係數估計值 

3、裁決性應計項目： 

DAit =
 Ait

A it−1
  DAit 

  ECit：第i家公司在第t年之應收帳款變動量 

1、 非裁決性應計項目： 

 DAit = α̂i 
 

A it−1
 + β̂1i 

  E it    ECit 

A it−1
 + β̂2i 

  Eit 

A it−1
  

2、 裁決性應計項目： 

DAit =
 Ait

A it−1
  DAit 

由於本研究所採用時間序列暨橫斷面資料，可採用普通最小帄方法來估計裁

決性應計項目。但必頇符合盈餘管理模型係數β̂1i   、β̂2i   之定義(Bartov, 

Gul, & Tsui, 2001)。因此，依各家合作銀行先單獨做橫斷面迴歸分析，再依照

各國家、國家特性3與五國順序採用混合資料迴歸分析找出符合盈餘管理係數之

樣本。當合作銀行發生財務危機時，高階管理人極有能力進行盈餘管理之行為來

美化或刻意惡化財務報表。因此，盈餘管理對銀行風險具有負相關。 

市場競爭變數 

本研究採用賀芬達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作為衡量市場

結構的指標。可同時考慮銀行資產規模及銀行家數，因此為多數學者採用，計算

                                              
3
將屬於七大工業國的加拿大、日本、德國、法國列為同一國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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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如下： 

HHIjt = ∑ ijt
2

 

i

 

N：市場上存在的銀行家數 

 ijt：第j國第i家合作銀行在第t年之市場佔有率 

本研究採用總放款作為計算市場佔有率 ijt。由上述公式可知，若所處市場

為獨佔時， i=1，為完全競爭時， i=0。當合作銀行具有較高市場佔有率(高 HHI)，

此市場競爭程度低，將會排擠商業銀行在傳統放款市場(零售市場)的空間，表示

處於較高市佔率之合作銀行風險相對較低。因此，市場競爭對風險承擔呈負相

關。 

其他控制變數 

除了主要探討變數，仍有其他變數可能影響合作銀行風險承擔。因此，我們

加入其他選擇關鍵控制變數，分為銀行控制變數與國家控制變數。 

銀行控制變數(Bank Control Variables) 

為每年每個國家每家合作銀行變數，取自 Bankscope Database 財務報表，

包含規模、成本收益比及多樣性收益。 

1、規模(Size) 

通常擁有較大規模的銀行願意從事較高的風險活動，所以較大規模的銀行存

在較高的破產風險，這使得銀行規模與銀行風險呈現顯著負相關(Cihak & Hesse, 

2007; De Nicolo, Boyd, & Jalal, 2007)。因此，本研究以各合作銀行總資產

取自然對數值表示。  

2、成本收益比(Cost-Income Ratio) 

對於經營非常無效率的銀行而言，當他們面臨不利衝擊時，其成本收益比率

可能無法支付費用，因此成本效益與銀行風險承擔呈現顯著負相關(Cihak & 

Hesse, 2007)。本研究以成本收益比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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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樣化收益(Income Diversity) 

未考量不同銀行結構，將多樣化收益納入控制變數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採用

Laeven and Levine (2005)的方法，計算如下： 

ID =   [
   t Int r  t In o    t  r  p rat n  In o   

 ota   p rat n  In o  
] 

若 ID 值越高，表示該銀行具有較高程度的多樣化。這個變數用來衡量銀行

從傳統放款業務(會產生淨利息收益)轉到其他業務的程度。一般來說，多樣化增

加會提高銀行風險，但合作銀行剛好相反，原因在於商業銀行多樣化程度比合作

銀行高出約百分之 30 至 40 左右(Cihak & Hesse, 2007)，合作銀行聚焦於傳統

放款零售業務，多樣化反而會增加合作銀行穩定性，而商業銀行原本在其他業

務有較高市佔率，從傳統放款業務轉到其他業務會減少商業銀行的穩定性。本研

究以各國合作銀行多樣性收益取自然對數值表示。 

國家控制變數(Country control Variables) 

為每年每個國家變數，又可稱為總體經濟變數，取自 OECD 統計資料庫，包

含實質 GDP成長率、通貨膨脹率、實質長期利率、名目匯率及失業率。 

1、實質 GDP成長率(Real GDP growth)  

實質 GDP成長率可視為國家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若一國經濟發展程度高將

會降低該國銀行危機發生可能性，因此實質 GDP 成長率與銀行危機呈現顯著負相

關(Beck, Demirguc-Kunt, & Levine, 2005, 2006)。換而言之，實質 GDP 成長

率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本研究以每年實質 GDP 成長率表示。 

2、通貨膨脹率(Inflation Rate) 

通貨膨脹率上升，在相同的所得水準下，民眾購買力與償債能力將下降，影

響層面相當廣泛。Boyd, De Nicolò & Smith (2004)表示在一般均衡貨幣模型中，

銀行若處於高度競爭或壟斷的市場結構下，該銀行發生危機主要取決於通貨膨脹

率。而 Beck, et al.(2005)透過實證發現若該國通貨膨脹率越高，銀行發生危

機的可能性也尌越高。除此之外，McKillop, Glass & Ferguson(2002)觀察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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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膨脹率對英國儲蓄互助社的發展呈反向關係。綜合上面所述，通貨膨脹率與銀

行風險呈現顯著負相關。本研究以每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表示。 

3、實質長期利率(Real Long-term Interest Rate) 

Boyd, De Nicolò & Smith (2004)強調銀行處於低競爭的環境下，將對他們

放款的企業收取較高的利率，使企業承擔更大的風險，再加上時間越長，倒帳風

險與利率變動風險越高，這反而間接使該銀行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增加。因此，實

質長期利率與銀行風險呈現顯著負相關。本研究以十年長期公債殖利率減通貨膨

脹率表示。 

4、名目匯率(Nominal Exchange Rate） 

由於本研究各國變數皆以美元計算，因此頇納入名目匯率作為控制變數(De 

Nicolo, et al., 2007)。當名目匯率升值使得該國貨幣相對美元升值，此時該

國銀行之資產相對於美元升值，使該銀行相對較穩定。因此，名目匯率與銀行風

險呈現顯著正相關。本研究以各國每一元貨幣相對可以兌換多少美元取自然對數

值表示。 

5、失業率(Unemployment Rate) 

當一國失業率提高，該國人民將會喪失所得來源，造成償債能力下降，使銀

行放款業務隨之減少，間接促使銀行發生危機。除此之外，McKillop, et al. 

(2002)也觀察到失業率對英國儲蓄互助社的影響呈反向關係。因此，失業率與銀

行風險呈現顯著負相關。本研究以各國失業率取自然對數值表示。 

茲將上述相關變數定義彙整於附表 1，並將各項變數之預期符號彙總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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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變數之預期符號 

 變數名稱 預期符號 

自變數 

裁決性應計項目 － 

市場競爭變數 ＋ 

裁決性應計項目*市場競爭

變數 
－ 

銀行控制變數 

規模 － 

成本收益比 － 

多樣性收益 － 

國家控制變數 

實質 GDP 成長率 ＋ 

通貨膨脹率 － 

實質長期利率 － 

名目匯率 ＋ 

失業率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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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樣本為時間序列暨橫斷面的資料(Panel data)。為避免產生不當結論，

使實證結果更加穩健，因此在實證分析前必頇先採用混合資料單根檢定（Panel 

Unit Root Test）檢定所有變數是否具有定態之特性。若所有變數皆為 I(1)，

為避免相關資訊遺漏，可採混合資料共整合檢定（Panel Cointegration Test）

變數間是否具共整合關係，最後採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分析。若並非所有變數皆為

I(1)，此時可採 F檢定與 Hausman檢定分別依相同國家特性及全部國家兩種樣本，

選擇最適模型進行混合資料迴歸分析。  

混合資料單根檢定（Panel Unit Root Test） 

在傳統迴歸計量模型中，一般皆假設時間序列之變數為定態。但近十年的研

究皆發現，許多經濟資料與財務資料皆被認定具有非定態性質。當變數為非定態，

以傳統方式進行迴歸分析，則可能產生「假性迴歸」（spurious regression）4

的問題，不但無法正確解釋變數間的關係，也使得估計結果不具效率(Granger & 

Newbold, 1974)。為避免此現象發生，在利用時間序列進行迴歸估計之前，必頇

以單根檢定來判定變數是否具定態。有很多傳統計量方法可以進行單根測詴，例

如 standard 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1981）、the Phillips-Perron 

(PP,1988)以及 the Kwiatkowski et al.( KPSS,1992)，但計量經濟學者告訴我

們傳統單根測詴(ADF、PP 與 KPSS 測詴)可能因為資料不足導致低檢定力問題。

時間序列暨橫斷面資料(Panel data)，因為觀察值及期間增加，可以增加檢定力。

Levin ,Lin & Chu（LLC,2002）發現相較於單一方程式 ADF測詴，混合單根資料

單根檢定可以透過不斷的增加樣本來提升檢定能力。因此本研究採用混合資料單

根檢定我們的資料是否定態。我們採用四種常見的混合資料單根檢定，LLC、IPS、

                                              
4
若所採用變數為非定態，透過迴歸方式檢定或估計實證模型時，很有可能使原本毫無「因果關

係」的變數之間，產生假性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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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以及 Choi z-Statistic。考慮下列模型： 

 yit = αi +  it + βiyit−1 + ∑ ik

  

k 1

 yit−k + εit 

 =       n；t =         

此處 i為落後期數，εit     
ii   

2  

LLC 測詴βi =    i(虛無假設)以及 
1
=  

2
=  =  

 
  (對立假設)，換句

話說，LLC 限制各序列迴歸係數皆頇相同。Im, Pesaran & Shin(IPS,2003)的虛

無假設與 LLC相同，但 IPS放寬各序列迴歸係數皆頇相同之限制，允許非靜態的

各序列迴歸係數存在。IPS 的概念即計算各別 ADF Statistic 的帄均值。MW 

(Maddala & Wu ,1999)是在異質對立假設下，透過個別 ADF單根測詴去計算統計

量。Choi z-Statistic(Choi ,2001)與 MW 相似是在異質對立假設下，透過各別

PP單根測詴去計算統計量。 

混合資料共整合檢定(Panel Cointegration Test) 

最近這幾年，皆有例如 Kao (1999)、Kao &Chang(2000)以及 Pedroni ( 2004)

花很多時間去發展混合資料共整合檢定方法，其中最常被使用非 Pedroni 

(1999,2004)莫屬，Pedroni 以 Engle & Granger（1987）單一時間序列為藍本發

展出混合資料共整合檢定，為了要測詴各國合作銀行盈餘管理、市場競爭對風險

承擔之關聯性，我們使用 Pedroni ( 1999,2000,2004)的發展出來的混合資料共

整合檢定方法，相較於傳統共整合測詴，混合資料共整合測詴有較佳之檢定力。

Pedroni ( 1999,2000,2004)提出七種混合資料共整合檢定統計量，前面四個稱

為 Panel Cointegration Statistics，後面三個稱為 Group Mean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Pedroni ( 1999)的七個檢定統計量計算如下： 

Panel  -statistic：Z = (∑ ∑  ̂11i
−2 

t 1
 
i 1  ̂it−1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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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statistic：Z = (∑ ∑  ̂11i
−2 

t 1
 
i 1  ̂it−1

2 )
−1

∑ ∑  ̂11i
−2 

t 1
 
i 1 ( ̂it−1  ̂it  

 ̂i) 

Panel non-parametric (pp) t -statistic：

Z  = ( 2 ∑ ∑  ̂11i
−2 

t 1
 
i 1  ̂it−1

2 )
−

 

 ∑ ∑  ̂11i
−2 

t 1
 
i 1 ( ̂it−1  ̂it   ̂i) 

Panel parametric (ADF) t -statistic：

Z  = ( ̂∗2 ∑ ∑  ̂11i
−2 

t 1
 
i 1  ̂it−1

2 )
−

 

 ∑ ∑  ̂11i
−2 

t 1
 
i 1  ̂it−1

∗   ̂it−1
∗  

Group  -statistic：Z̃ = ∑  ∑  ̂it−1
2 

t 1   
i 1

−1
∑ ( ̂it−1  ̂it   ̂i)

 
t 1  

Group non-parametric (pp) t -statistic：

Z̃  = ∑   2 ∑  ̂it−1
2 

t 1   
i 1

−
 

 ∑ ( ̂it−1  ̂it   ̂i)
 
t 1  

Group parametric (ADF) t -statistic：

Z̃ 
∗ = ∑  ∑  ̂i

∗2 ̂it−1
∗2 

t 1   
i 1

−
 

 ∑  ̂it−1
∗   ̂it−1

∗ 
t 1  

Pedroni Panel 共整合檢定，其虛無假設為變數之間不具共整合關係，

其中若是 Panel ν-statistic值為正，而其他六個值為負，表示其拒絕虛

無假設，即變數間具有共整合關係。但在進行共整合檢定前，必頇先確定

變數進行混合資料單根檢定皆為 I(1)。假設所有變數皆為 I(1)，此時可透

過共整合檢定變數間是否具共整合關係，若變數間皆具有共整合關係，即

可進一步作混合資料誤差修正模型測詴。若變數不全為 I(1)時，將採

Baltagi (2001)所提出的 F檢定，先對時間序列與橫斷面各別檢定最適模

型為最小帄方法或固定效果模型。若時間序列與橫斷面皆為固定效果模型，

再檢定是一元或二元固定效果模型。再採用 Hausman(1978)所提出的

Hausman隨機模型檢定法做檢定應選擇固定效果或隨機效果，以便選擇最適

模型進行混合資料迴歸分析，參見以下實證研究流程圖。 



57 

 

圖 1：實證研究流程圖

資料收集 

盈餘管理計算及篩選 

混合資料單根檢定 

1.LLC  2.IPS  3.MW   4. Choi z-Statistic 

混合資料共整合檢定 

Pedroni 

定態 

不全為 I(1) 

全為 I(0) 

 

 

) 

皆為 I(1) 

混合資料迴歸分析 

Cross Period 

F 檢定 

拒絕 H0 

F 檢定 

不拒絕 H0 

OLS 固定效果 

拒絕 H0 

OLS 固定效果 

不拒絕 H0 

H0：一元固定效果模型 

H1：二元固定效果模型 

 
Hausman 檢定 

拒絕 H0 不拒絕 H0 

固定效果 

拒絕 H0 

固定效果 

不拒絕 H0 

H0：二元隨機效果模型 

H1：二元固定效果模型 

 

Hausman 檢定 

隨機效果 隨機效果 

誤差修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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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證結果 

資料來源 

本研究樣本資料期間選定為 1994年至 2009年，共計十四年的年資料。此外，

在本研究期間內，受限於資料庫資料取得之限制，並將性質不符及變數資料不齊

全予以刪除。再透過迴歸估計盈餘管理之裁決性應計項目篩選出符合定義之樣本，

故本研究對象從原本跨越九國共計 369家合作銀行，修改為跨越五國共計 74家

合作銀行。 

在把全部樣本分成 G-7與五國兩組，如此分類主要是考慮變數之間關聯性對

G-7與五國可能敏感度不同，全部結果彙總於表 2。 

表 2 G-7 與五國混合資料迴歸分析 

        
         加拿大 日本 德國 法國 奧地利 G-7 五國 

Full 

Sample 

((((        
        估計αi 0.110953 22465.53 305.3402 -165.1032 2451.270 270.8745 280.2568 

估計β1i，符號+ 0.00000186 0.000432 0.116604 0.014532 0.000640 0.056909 0.036306 

估計β2i，符號- -0.0000579 -0.045736 -0.012431 -0.123179 -0.347710 -0.000041 -0.001539 

觀察樣本家數 1 1 64 6 2 72 7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混合資料單根檢定（Panel Unit Root Test） 

為了要執行混合資料共整合檢定，必頇先確認變數是否具定態特性，以避免

假性迴歸的問題，可以透過單根檢定完成，理論上我們可以混合全部資料做傳統

單根測詴，例如 Dickey-Fuller、Augmented Dickey-Fuller、Phillips-Perron

以及 KPSS，但因傳統單根測詴檢定力低，預測變數之定態性可能會出問題，聯

合橫斷面與時間序列資料，然後執行混合資料單根檢定可以克服檢定力不足問題

(Levin ,Lin & Chu,2002)，除了 LLC，常被使用包括 IPS、MW與 Choi z-Statistic

也可以執行混合資料單根檢定。由表 3與表 4 可知，除規模、多樣化收益與通貨

膨脹以外，其他變數皆顯著不接受虛無假設，具有定態之特性。本研究將不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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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特性之變數，經過一次差分後皆顯著不接受虛無假設，達至定態之特性。因為

非所有變數皆為 I(1)，不符 Pedroni所提出混合資料共整合檢定假定。因此，

本研究將不對變數進行混合資料共整合檢定，直接透過 F檢定與 Hausman 檢定選

出最適模型進行迴歸分析。 

表 3 關鍵變數混合資料單根檢定(五國) 

變數名稱 LLC IPS MW Chio 

Z-score 
-34.9608*** 

(0.0000) 

-16.7855*** 

(0.0000) 

468.204***  

(0.0000) 

490.170***  

(0.0000) 

裁決性應計項目 
-24.6190*** 

(0.0000) 

-18.2793*** 

(0.0000) 

575.821*** 

(0.0000) 

637.007*** 

(0.0000) 

市場競爭變數 
-6.44328*** 

(0.0000) 

-8.06006*** 

(0.0000) 

281.130*** 

(0.0000) 

246.098*** 

(0.0000) 

規模 
6.68271 

(1.0000) 

9.27693 

(1.0000) 

38.9452 

(1.0000) 

36.5658 

(1.0000) 

 規模 
-22.3767*** 

(0.0000) 

-14.8387*** 

(0.0000) 

473.621*** 

(0.0000) 

483.708*** 

(0.0000) 

成本收益比 
-12.0872*** 

(0.0000) 

-8.58429*** 

(0.0000) 

320.688*** 

(0.0000) 

354.932*** 

(0.0000) 

多樣化收益 
-2.34394 

(0.0095) 

0.44113 

(0.6704) 

136.964 

(0.7321) 

314.830*** 

(0.0000) 

 多樣化收益 
-8.63229*** 

(0.0000) 

-13.2249*** 

(0.0000) 

448.918*** 

(0.0000) 

1100.27*** 

(0.0000) 

實質GDP成長率 
-6.31079*** 

(0.0000) 

-7.18062*** 

(0.0000) 

257.945*** 

(0.0000) 

248.726*** 

(0.0000) 

通貨膨脹率 
18.3266 

(1.0000) 

26.0724 

(1.0000) 

2.78315 

(1.0000) 

0.99570 

(1.0000) 

 通貨膨脹率 
-4.11042*** 

(0.0000) 

-3.39060*** 

(0.0003) 

173.438* 

(0.0750) 

141.190 

(0.6418) 

實質長期利率 
-16.8343*** 

(0.0000) 

-7.41321*** 

(0.0000) 

275.760*** 

(0.0000) 

184.967*** 

(0.0212) 

匯率 
-8.76394*** 

(0.0000) 

-4.49413*** 

(0.0000) 

201.431*** 

(0.0023) 

64.0511 

(1.0000) 

失業率 
-26.4470*** 

(0.0000) 

-19.2091*** 

(0.0000) 

638.814*** 

(0.0000) 

107.822 

(0.9946) 

註：符號***，**，*分別代表 1%、5%與 10%顯著水準 

P-value在括弧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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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模表示對規模取一階差分， 多樣化收益表示對多樣化收益取一階

差分， 通貨膨脹率表示對通貨膨脹取一階差分。 

表 4 關鍵變數混合資料單根檢定(G-7) 

變數名稱 LLC IPS MW Chio 

Z-score 
-34.7883***  

(0.0000) 

-16.6342*** 

(0.0000) 

454.890*** 

(0.0000) 

477.565*** 

(0.0000) 

裁決性應計項

目 

-24.4466*** 

(0.0000) 

-18.1149*** 

(0.0000) 

560.848*** 

(0.0000) 

616.062*** 

(0.0000) 

市場競爭變數 
-6.32366*** 

(0.0000) 

-7.99451*** 

(0.0000) 

274.694*** 

(0.0000) 

239.320*** 

(0.0000) 

規模 
6.45806 

(1.0000) 

9.00725 

(1.0000) 

38.7128 

(1.0000) 

36.3459 

(1.0000) 

 規模 
-22.0255*** 

(0.0000) 

-14.6672*** 

(0.0000) 

461.857*** 

(0.0000) 

471.897*** 

(0.0000) 

成本收益比 
-12.7508*** 

(0.0000) 

-8.90258*** 

(0.0000) 

319.374*** 

(0.0000) 

353.692*** 

(0.0000) 

多樣性收益 
-2.25220 

(0.1122) 

0.55248 

(0.7097) 

131.598 

(0.7622) 

312.151*** 

(0.0000) 

 多樣化收益 
-31.7206*** 

(0.0000) 

-28.0640*** 

(0.0000) 

819.140*** 

(0.0000) 

1091.46*** 

(0.0000) 

實質GDP成長率 
-5.97453*** 

(0.0000) 

-6.68281*** 

(0.0000) 

240.776*** 

(0.0000) 

240.440*** 

(0.0000) 

通貨膨脹率 
17.8784 

(1.0000) 

25.6970 

(1.0000) 

2.78157 

(1.0000) 

0.99531 

(1.0000) 

 通貨膨脹率 
-3.69675*** 

( 0.0001) 

-3.25551*** 

(0.0006) 

166.530* 

(0.0963) 

135.384 

(0.6839) 

實質長期利率 
-16.6224*** 

(0.0000) 

-7.31602*** 

(0.0000) 

268.437*** 

(0.0000) 

181.235*** 

(0.0193) 

匯率 
-8.65147*** 

(0.0000) 

-4.43827*** 

(0.0000) 

196.209*** 

(0.0025) 

62.3776 

(1.0000) 

失業率 
-26.3949*** 

(0.0000) 

-19.1761*** 

(0.0000) 

628.587*** 

(0.0000) 

103.755 

(0.9953) 

註：符號***，**，*分別代表 1%、5%與 10%的顯著水準 

P-value在括弧裡面 

 規模表示對規模取一階差分， 多樣化收益表示對多樣化收益取一階

差分， 通貨膨脹率表示對通貨膨脹取一階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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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檢定(Baltagi,2001)與 Hausman 檢定(Hausman,1978) 

為使實證分析更具信度，本研究採 F 檢定與 Hausman 檢定分別依 G-7與全

部國家兩種樣本，各別選擇最適模型進行混合資料迴歸分析。由表 5可知，在

G-7樣本下，先採 F 檢定選擇普通最小帄方法與一元固定效果，在 10％顯著水

準下，拒絕虛無假設，不管是橫斷面或時間序列資料應採用一元固定效果模型。

而一元固定效果與二元固定效果檢定結果，在 5％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則此樣本應採用二元固定效果模型。再採 Hausman 檢定一元隨機效果與一元固

定效果，不管是橫斷面或時間序列資料皆不拒絕虛無假設，則應採用一元隨機效

果。二元隨機效果與二元固定效果檢定結果，在 1％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則應採用二元固定效果。因此，最適國家特性樣本模型為二元固定效果模型。 

在五國樣本下，先採 F 檢定選擇普通最小帄方法與一元固定效果，橫斷面

資料，在 5％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且時間序列資料，在 10％顯著水準下，

也拒絕虛無假設，因此皆採用一元固定效果模型。而一元固定效果與二元固定效

果檢定結果，在 5％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則此樣本應採用二元固定效果

模型。再採 Hausman 檢定一元隨機效果與一元固定效果，橫斷面資料不拒絕虛

無假設，則橫斷面應採用一元隨機效果模型。時間序列資料在 10％顯著水準下，

拒絕虛無假設，時間序列應採用一元固定效果模型。因此，最適五國樣本模型橫

斷面應採用隨機效果模型，而時間序列應採用固定效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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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最適模型檢定 

 檢定 G-7 五國 

固定效

果檢定 

Cross-section F 
1.2959* 

(0.0571) 

1.3425** 

(0.0344) 

Period F 
1.7136* 

(0.0661) 

1.6571* 

(0.0788) 

Cross-Section/Period F 
1.3866** 

(0.0170) 

1.4119** 

(0.0116) 

隨機效

果檢定 

Cross-section random 
0.000000 

(1.0000) 

0.000000 

(1.0000) 

Period random 
0.000000 

(1.0000) 

18.2277* 

(0.0764) 

Cross-section and period random 
35.7672*** 

(0.0002) 

 

最適 

模型 

Cross-section 
二元固定效果模型 

隨機效果模型 

Period 固定效果模型 

註：符號***，**，*分別代表1%、5%與10%的顯著水準 

     p-value在括弧裡面 

根據上述 G-7及五國所選擇之最適模型進行迴歸分析，彙總於表 6。盈餘管

理對銀行風險呈負相關，表示合作銀行高階經理人若進行盈餘管理之行為的確會

降低銀行穩定性，提高銀行的破產風險。雖然盈餘管理與風險是負相關，但統計

卻不顯著。一般來說，相較於商業銀行，合作銀行具有較低的盈餘變動性。而較

低盈餘變動性是因為合作銀行在經濟穩定成長時，將分配盈餘給社員，一旦面臨

經濟衰退時，即可運用社員盈餘作為緩衝，因此樣本時間選取會影響盈餘變動性，

這可能是造成本研究顯著性不高的原因。市場競爭對風險承擔呈負相關，符合理

論預期，表示在放款市場中，同樣處於較低競爭市場之合作銀行(高 HHI)，將排

擠其他銀行的市場空間，促使合作銀行更加穩定(高 Z-score)。加入奧地利後，

呈顯著負相關，這可能是加入不同特性之國家此現象更為明顯。 

盈餘管理與市場競爭對銀行風險影響存在互補關係，如前所述處於較低競爭

市場之合作銀行(高 HHI)，越不會進行盈餘管理之行為，可能是因為具有較高

Z-score 的合作銀行處於較低競爭市場 (高 HHI)，已經排擠掉其他銀行的市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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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且佔有無可取代的地位，高階經理人無頇再進行盈餘管理之行為來掩蓋相關獲

利資訊。 

在銀行控制變數方面，規模變動與成長收益比符合理論預期，多樣化收益變

動與銀行風險呈顯著負相關，不符合理論預期，理由是帄均而言，商業銀行比合

作銀行大，而且合作銀行的資產規模相較於商業銀行，波動性小，為了要捕捉不

同型態銀行多樣化收益對風險的衝擊，我們可以引進合作銀行虛擬變動加入實證

模型中，如果多樣化收益變動*合作銀行虛擬變數與風險是顯著正相關，即可驗

證理論預期，多樣化收益增加會降低合作銀行風險5。 

在國家控制變數方面，實質 GDP成長率與銀行風險不管是 G-7或五國皆呈現

負相關，不符合理論預期，而且在相同國家特性樣本具顯著性，這代表同處於經

濟發展程度相似的國家，當面臨實質 GDP成長率降低，表示經濟成長減緩，此時

經濟弱者對資金要求相對變大，反而使非營利之合作銀行更穩定，通貨膨脹率變

動、實質長期利率與失業率對銀行風險呈現負相關，符合理論預期，名目匯率與

銀行風險呈現負相關，不符合理論預期，可以解釋為當名目匯率持續升值，將使

得該國合作銀行之資產相對美元逐漸升值，資產規模逐漸變大，該合作銀行越有

意願從事高風險投資，反而使得合作銀行穩定性降低。 

  

                                              
5
 我們選取資料為 BankScope Database裡面的合作銀行財務資料，不包括商業銀行，因而無法在迴歸分析模型裡加入

合作銀行虛擬變數，後續研究可以考慮不同型態銀行商業銀行、合作銀行與儲蓄銀行去做比較分析。 



64 

 

表 6 混合資料迴歸分析 

    
   G-7 五國 

α0 4703.219 1927.657 

 (0.2174) (0.4292) 

裁決性應計項目(-1) -4.9456* -4.3034* 

 (0.9610) (0.9093) 

市場競爭變數(-1) 0.4485* 1.7584*** 

 (0.0844) (0.0018) 

裁決性應計項目*市場競爭

變數(-1) -1.9604* -4.9205* 

 (0.0952) (0.0866) 

規模變動(-1) -26.5316* -23.8708 

 (0.0541) (0.4989) 

成本收益比(-1) -2.8262 -4.5888 

 (0.6311) (0.2750) 

多樣化收益變動(-1) -463.6619** 

-463.9548*

** 

 (0.0054) (0.0035) 

實質GDP成長率(-1) -334.4641** -161.1681 

 (0.0140) (0.1093) 

通貨膨脹率變動(-1) -48.2618 238.009 

 (0.8485) (0.2526) 

實質長期利率(-1) -27.4648 -735.439 

 (0.9736) (0.2257) 

名目匯率(-1) -6499.131** 209.757* 

 (0.0137) (0.0939) 

失業率(-1) -1812.999* 668.069* 

 (0.0598) (0.0971) 

   
   R-squared 0.350499 0.341841 

Adjusted R-squared 0.278419 0.217471 

   
註註€   

 

 

 

 

  註：符號***，**，*分別代表 1%、5%與 10%的顯著水準 

    p-value在括弧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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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以非營利為目的的合作銀行相較於一般商業銀行，受到

政府某種程度的保護，當碰上金融風暴時，比較有機會從危機中生存下來。近年

來歐洲共同市場正在進行一系列更緊密的合作金融網絡計畫，使得合作銀行的重

要性與日俱增，雖然隨著時代背景與環境的變遷使得各國合作銀行發展與擴張程

度不均，但不管在合作社系統或銀行體系中依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由於其特

殊的治理架構，社員逐漸缺乏監督經營階層的動機，當隨著政府經濟環境的變遷，

有一天不得不撤掉保護傘，與一般商業銀行站在同一水帄點時，良好的內部控制

制度是合作銀行生存的不二法門。 

本研究選取 1994 年至 2009年之間，共計十六年的年資料，跨越五國共計

74家合作銀行為研究對象。採用各家合作銀行風險(Z-score)為應變數、並以裁

決性應計項目(Discretionary Accruals)為衡量盈餘管理的方法及市場競爭變

數(HHI)為主要自變數，透過 Bankscope Database 所提供合作銀行之財務報表與

OECD統計資料庫所提供各國統計資料，配合混合資料(Panel Data)實證模型，

詴圖探討各國合作銀行盈餘管理、市場競爭對風險承擔之關聯性。為使實證結果

更加穩健，在實證分析前採用混合資料單根檢定（Panel Unit Root Test）檢定

所有變數具有定態之特性。最後採 F檢定與 Hausman 檢定分別依相同國家特性

(G-7)及全部國家兩種樣本，選擇最適模型進行混合資料迴歸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盈餘管理、市場競爭對銀行風險皆呈負相關，表示合作銀行

高階經理人若進行盈餘管理之行為的確會提高銀行的破產風險。並且同處於較低

競爭市場之合作銀行，將排擠其他銀行在傳統放款市場空間，促使合作銀行更加

穩定。我們還發現盈餘管理與市場競爭對合作銀行風險，存在互補關係，表示處

於較低競爭市場之合作銀行，越不會進行盈餘管理之行為，可能是因為具有較高

Z-score 的合作銀行處於較低競爭市場，已經排擠掉其他商業銀行的市場空間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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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有無可取代的地位，因此高階經理人無頇再進行盈餘管理之行為來掩蓋相關獲

利資訊。 

混合資料迴歸分析顯示某些估計係數不顯著(成本收益比、通貨膨脹變動、

實質長期利率)，可能由於樣本時間的選取會影響其迴歸分析結果，後續研究可

縮短時間長度改用季資料以便增加樣本家數或拉長時間長度來更新探討。且本研

究採用 Dechow et al. (1995)所提出的 Modified Jones Model 作為衡量合作銀

行盈餘管理的方法，由於此模型並不是採用銀行作為研究樣本，可能受到產業特

性不同，而造成本研究解釋能力不足的問題，後續研究可依照合作銀行之特性來

選擇或修改衡量盈餘管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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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稿 

盈餘管理、競爭與合作銀行風險承擔 

池祥麟*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2011.10 

此篇由劉文榮教授等作者所撰寫的「盈餘管理、競爭與合作銀行風險承擔」，

是篇非常有趣且獨特的文章。他們分析的對象為加拿大、日本、德國、法國與奧

地利五個國家共 74家的合作銀行，視這些合作銀行的風險承擔能力(以 Z-score

衡量)是否會受到該合作銀行盈餘管理的程度、所面對的銀行業競爭環境強度，

以及其他個體面與總體面控制變數之影響。結果發現： 

1. 當這些國家的合作銀行的盈餘管理程度越高，這些銀行的風險承擔能力越

弱 (亦即風險越高)； 

2. 當整體銀行業競爭程度越低 (亦即銀行業集中度越高) 時，合作銀行的經

營風險越小，但此現象會被合作銀行進行盈餘管理所抵消。 

由於尌過去文獻來看，採用合作銀行的資料來分析這些議題相當缺乏，所以

這篇文章的獨特性很高。劉教授這篇文章也花費大量心力，運用相當複雜與精細

的數量模型進行分析，目的是希望能夠讓實證結果能夠更為可信，對於此種嘗詴，

令人感到十分欽佩。尌此篇文章所分析的經濟故事中，有幾點延伸的想法或許值

得大家參考： 

1. 合作金融機構相對於商業銀行可以避免短視近利的行為 

商業銀行由於有對外發行股票並於交易所自由買賣，所以必頇經常面對

資本市場要求股價上升之壓力，從而商業銀行的經理人有較高的誘因「作假

帳」(亦即此篇文章所探討的盈餘管理) 以避免股價下跌，造成經營者短視

近利，而衍生諸如此次次級房貸風暴的嚴重負面事件；合作金融機構則由於

透過特有的「股東＝存款者＝借款者」的合作社治理結構，並未對外發行股

                                              
*
 作者池祥麟為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教授。本文作者聯絡方式：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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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股票係由社員持有)，所以相對而言，合作金融機構的經營者在擬定經

營策略時，可以有比較長遠的眼光，而能降低短視近利的行為，從此次金融

風暴，合作金融機構受傷最小，便可以看出端倪。因此，我們必頇佩服當初

設計合作制度的先驅們的巧思，讓合作金融組織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的弊病。 

2. 合作金融機構該如何因應商業銀行的競爭呢？ 

合作金融機構創立的初衷，是讓經濟弱勢可以用合理利率借得信用貸款

從事自雇事業而脫離貧窮，減輕金融排除 (亦即降低被高利貸剝削) 的現象。

我想即使是現在，大部分的合作金融機構還是汲汲營營地為著這個目標而努

力。但是當合作金融機構的客戶開始與商業銀行的客戶相互重疊，而開始面

臨較高程度的競爭時，合作金融機構的經營者該如何因應呢？譬如我們可以

詴想：如果此次金融風暴一直沒有爆發的話，商業銀行這段時間的短期獲利，

必定勝過以穩定經營為主的合作金融機構，而擁有較佳的競爭優勢。那麼請

問：合作金融機構此時該如何因應呢？是該像商業銀行一樣追求短視近利但

伴隨高風險嗎？還是應該繼續穩定經營 (即使有著低的短期獲利) 呢？如

果經營者造福社員的使命感與誠信正直的努力經營，能夠獲得社員的信任，

並讓社員了解長期的經營穩定勝過短期的獲利追逐 (因為短期的獲利追逐

也伴隨著巨大的風險或不道德的經營模式)，才是因應商業銀行競爭的最好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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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德荷兩國合作銀行體系與其關鍵成功因素 

與談人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吳肇展 

一、前言 

劉教授的大作「盈餘管理、競爭與合作銀行風險承擔」係以合作銀行為研究

對象，蒐集 1994年至 2009年之間共五國 74家合作銀行之縱橫面資料（Panel data），

並建立實證模型，探討合作銀行盈餘管理、市場競爭對風險承擔之影響。經由精

闢的研究分析過程，實證結果發現盈餘管理、市場競爭對合作銀行風險呈現顯著

負相關，且盈餘管理與市場競爭對合作銀行風險存在互補關係。此篇論文在理論

與實務上均深具貢獻與價值，在理論方面，該研究彌補了合作金融領域在風險管

理議題上的研究缺口（Research gap）；在實務方面，該研究為金融型合作組織的

治理機制與風險係數之因果關係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實證依據。此外，此研究

也彰顯了合作銀行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合作運動極為發達的歐

洲國家，合作銀行在金融市場中更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金融型合作組織為一特殊的合作組織型態，其兼具合作社與金融業的雙重特

質。目前的金融型合作組織在各國名詞使用與組織型態上雖有所不同，例如合作

銀行、信用合作社、儲蓄互助社…等，但都是在合作制度的基礎上經營金融相關

業務。台灣的金融型合作組織源自於日據時期由日本從德國引進之信用合作制度，

從二十世紀初期的信用組合，直至今日的信用合作社與儲蓄互助社，發展至今已

逾百年歷史。台灣的信用合作社曾在金融市場中佔有重要地位，對於台灣經濟奇

蹟的創造亦有相當程度之貢獻。然而，自 1990 年貣政府大量開放商業銀行設立

後，許多信用合作社紛紛改制銀行。2001 年又開放金融控股公司設立，更使得

信用合作社的營運空間大受擠壓。除了這些外在環境因素的衝擊之外，信用合作

社還受到營業項目、分支機構設立…等種種的限制，更是雪上加霜，使其在經營

上面臨嚴苛的考驗。 

相形之下，德國、荷蘭等歐洲國家的金融型合作組織在政府大力的協助下，

除大幅放寬設立的限制，並透過中央合作銀行以控股公司的型態，在強力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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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結合遍佈全國的合作銀行或信用合作社進行金控集團式的經營，形成其在金

融市場中的關鍵地位，競爭力更是日益強大。另一方面，其仍稟持著照顧經濟弱

勢的合作理念，充分運用競爭優勢造福社會。因此，本文詴圖以德國與荷蘭的合

作銀行作為實例，探討其經營型態與關鍵成功因素，以提供台灣信用合作社發展

方向之參考。 

二、德國合作銀行體系 

德國是世界金融型合作組織的發源地。早在 19 世紀中期，雷發巽（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尌創立了農村信用合作社，其後，許爾志（Herman 

Schulze-Delitzsch）創立了城市信用合作社。1889 年德國頒佈合作社法，1895 年

組建了德國中央合作銀行，並建立了德國合作社協會。德國的金融型合作組織非

常發達，組織層級呈三角形結構，頂層為德國中央合作銀行，中層是 3 家區域性

合作銀行，底層是 2500 家地方合作銀行與 18700 個分支機構及其營業據點，共

擁有 1460 萬社員。 

德國合作銀行體系是歐洲最大的合作銀行體系，為一種自下而上入股、自上

而下服務的合作金融系統。在三級合作銀行體系中，各級合作銀行都是獨立法人

的經濟實體。2500 家地方合作銀行由農民、城市居民、合作社與其他中小企業

入股組成；3 家區域性合作銀行由地方合作銀行入股組成；中央合作銀行由區域

性合作銀行和地方合作銀行入股組成。三級合作銀行不存在隸屬關係，彼此之間

保持著相互獨立，卻又能夠發揮聯合優勢。也尌是說，雖然地方合作銀行和中央

合作銀行都是自主經營與自我管理的獨立法人，但合作銀行體系透過自下而上的

持股和自上而下的服務，實現了經濟上的結合，形成了強大的合作銀行系統，發

揮了整體優勢。在三級體系中，最上層的是德國中央合作銀行（DZ Bank），其

為德國合作銀行體系的中央金融機構，任務是推動德國合作體系的發展，它不傴

為地方合作銀行、中小型公司，以及私人客戶提供服務，還為與其有直接業務往

來的德國公司、外國公司與其他機構提供廣泛且不斷更新的金融商品與服務。 

德國的合作銀行是一種綜合性的商業銀行，在金融業務上與其他商業銀行沒

有多少區別，在政府政策上對合作銀行已經沒有任何優惠。因此，在德國銀行業

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合作銀行充分發揮合作制度的優勢，並根據客戶的需要

不斷拓展業務領域，提供完善服務。合作銀行對客戶提供多樣的銀行商品與服務，

除傳統的存、貸、匯款之外，還提供保險、住房融資、家庭理財、企業理財、租

http://wiki.mbalib.com/zh-tw/%E7%8B%AC%E7%AB%8B%E6%B3%95%E4%BA%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7%8B%AC%E7%AB%8B%E6%B3%95%E4%BA%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7%AA%E6%88%91%E7%AE%A1%E7%90%86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5%86%E4%B8%9A%E9%93%B6%E8%A1%8C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E7%90%86%E8%B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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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國際業務…等。德國合作金融制度的事業控股集團化，以及綜合銀行的經營

型態，得以強化金融型合作組織的競爭力。雖然如此，其仍然堅孚照顧社會經濟

弱勢之合作組織的本質，實屬難能可貴。 

三、荷蘭合作銀行體系 

荷蘭為歐洲小國，面積及人口均與台灣相當，且同屬淺碟經濟型態。荷蘭的

合作金融制度源自於德國，且青出於藍。其目前金融型合作組織的規模與成尌更

超越德國。荷蘭合作銀行（Rabobank）是一個國際性的金融服務提供商，在合作

原則的基礎上運作。它提供銀行、資產管理、租賃、保險與房地產服務，尤其是

為主要國際食品和農業綜合企業廣泛地提供金融服務。Rabobank 是由 174 家獨

立的地方合作銀行出資設立的中央合作事業金控集團，大約有 59400 名員工，在

48 個國家約 1900 家分支機構，為超過 900 萬個人與公司客戶提供金融相關服

務。 

Rabobank 位於全球 15 家最大的金融機構之列，總資產近 6500 億美元，

穏迪和標準普爾均給予其3A級的信用評等，並在「2011年世界最孜全的銀行」

調查中排名第六。值得一提的是，自 2005 年以來 Rabobank 已經收購了在一些

在開發中國家合作銀行的持股，大部分是非洲國家，包括坦尚尼亞、盧孜達與

莫三比克。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之一是缺乏金融基礎設施。Rabobank 提供這

些開發中國家的小型企業與個人能夠負擔得貣的信用貸款與其他的銀行服務，

充分發揮合作事業照顧弱勢的精神。 

Rabobank 本身不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加以人緣地緣的關係，除了提供

各類金融商品，滿足客戶需求外，並得以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貸款利率，市場

利率因此可隨之變動，回饋社員與客戶。合作銀行與社員關係密切，而荷蘭合

作金融體制亦因而屹立不搖，且在國內外具有強大競爭力。 

四、德荷兩國合作銀行關鍵成功因素 

綜上所述，德荷兩國合作銀行的關鍵成功因素在於鼓勵合作銀行設立與合

併，同時強化中央合作銀行的資本與功能，採取金融控股集團的模式，將遍佈

全國的金融型合作組織以集團營運方式架構，並採金融百貨式經營。具體而言，

合作銀行為了強化集團競爭力，一方面放寬其入社、區域、分支機構設立與業

務項目的限制，另一方面則強化中央合作銀行的資本與金融控股的功能，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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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強大的合作金融集團，以便能與國內外金控公司抗衡，甚至引導市場利率

並提供優質的金融商品，回饋予社會。 

五、結語 

一直以來台灣社會對合作金融常存在一些錯誤的觀念與看法，例如認為合

作金融是一種低層次的經濟形式，在貧困、落後地區需要，在發達地區不需要；

或是用教條的觀念理解合作制度，認為金融型合作組織只能辦理基本的金融業

務，不能從事商業化經營，不能進行多層次的聯合。德荷的經驗證明，經濟愈

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合作金融愈需要完善的發展；且金融型合作組織必需根據

社員的需要，不斷地拓寬其業務領域，提供完善的服務功能，並逐步實現多層

次的聯合，發揮整體優勢，實行綜合性的商業化經營。 

德荷金融型合作組織的經驗顯示，成功的合作金融制度主要關鍵在於配合

社會經濟變化、滿足國民需求、迎合世界潮流、維護合作組織型態，並以事業

金控集團經營模式擴大市場佔有率與降低營運成本，進而強化競爭能力。反觀

國內，合作金融之規模及發展則與德荷有極大之差距。因此，國內相關單位可

參考德荷兩國金融型合作組織的發展與實行經驗，改善信用合作社等金融型合

作組織的經營環境與制度，以提升其競爭優勢。 

此外，從德荷兩國合作金融的案例可以充分瞭解，合作制度原則與商業化

經營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有機結合的。堅持合作原則是對金融型合作組織結

構、管理方式與服務對象的要求；實行商業化經營是金融型合作組織作為金融

企業的基本要求。實質上，金融型合作組織尌是一種合作制的商業銀行。總而

言之，金融型合作組織應在堅持合作原則的前提下實行商業化經營，並持續改

善與提升服務效能，期能強化核心競爭力，為社會大眾與經濟弱勢者謀求更多

的福利。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E5%BD%A2%E5%BC%8F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5%86%E4%B8%9A%E9%93%B6%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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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論文「盈餘管理、競爭與合作銀行風險承擔」逐字稿 

 

林瑞發主任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從剛剛的這篇文章裡面，我們大概可以開始印證，我們剛特別強調的合作事

業事實上是強調一個多元的責任，從不論是 Charity 乃至於 Profit 的企業社會

責任而言，都是社會與經濟上的連結。同時也在 financial cooperatives 或者

是相關的這些金融形式的組織如 banking service 等獲得印證了我們在合作事

業所要強調之 not for charity, not for profit, but for service 的部份。

當然呢，在國內還有一些其他的特別的金融組織，例如說合作金庫，現在變成合

作金庫銀行，那麼它究竟是怎麼營運的呢？剛剛經歷是其中的一個 case，我們

還有一些寬廣的探討空間，是不是在坐的貴賓們對於剛剛所report的這些內容，

或者是你有感而發的寶貴意見，都請不吝指教。 

 

詹益郎教授 前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合作經濟學系： 

    今天很榮幸參加這個會，我們針對這個論文，劉老師他用五個國家跨國取 4

個合作社來做研究。他所下的功夫與所建立的研究模型很令人佩服、也有具體的

貢獻。不過要知道，這種研究所用的資料頇經過如下之處理：1、因屬跨國整合

性研究，各國相關變數頇加總貣來。2、在各個國家，像合作金融機構、信用合

作社、儲蓄銀行等彼此性質與情況不同，也頇把它們加總在一貣。因此，先天上

這種研究結果的實用性難免會受到一些影響。大體上，能完成這種研究很不容易，

花費了很大的心力，是一種很好的嘗詴，也獲得了很寶貴的經驗與成果。此外，

我們今天的兩位討論人，都講得很好。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與方式，對本文提供很

好的互補性資料與說明。如此一來，讓大家對這個主題尌得到了更充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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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玲菁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劉教授的文章裡面，尌如同剛剛詹主任所說的，不只這五個國家，其實各國

的背景不一樣，可是不知道在這個資料上所呈現出來的，像加拿大、德國的比較

單一架構，法國有五大系統，而奧地利的背景又如何，由這個資料來看是存在明

顯差異，作者並未適當說明與處理。我有興趣的是，池老師剛剛最後那一張圖，

尌是有一個高風險、低估價的一個情況，而且尌是假設一個信用合作社，去追求

一個穩定的銀行級經營。但是今天在臺灣的信用合作社，它是追求一個長期穩定

的經營，但是面對外在的法令與環境，在你經營好的時候把你壓下來，在你不好

的時候也把你拉下來，所以未給予銀行級之經營；因此這個穩定經營，他絕對不

是一個長期水帄預期的趨勢圖。所以如同陳主任說，這篇文章對我們有什麼啟示，

如果我們論信用合作社的資產，現在佔本國銀行總資產，或存放款的比率根本不

到 2%，論文有何助於對當前現狀的改變？這才是一個我們面對挑戰的未來使命，

謝謝。 

 

劉文榮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我們先講剛剛那個問題，因為我們往例研討會，我記得去年不能針對文章發

表言論，只能針對主題發表意見，這是會議上講的問題。那剛剛詹老師講的那個，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四階段的問題，因為有些是資料不齊全，那所以說剛剛

講的合作銀行，所以我在想，其實最大的問題。多年前曾經到新加坡，新加坡總

統年薪三百萬臺幣，臺灣的法令沒有鬆綁，臺灣的合作銀行站不貣來，新加坡的

合作事業只有棺材不賣其他都賣，只有死人生意不做之外，其他都做。所以未來

的努力方向要通過立法院。 

 

林瑞發主任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在這樣的議程當中，無論從國際的觀點或其他相關的組織所反應的見解都滿

多的，當然囉！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需要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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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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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的農業協同組合看女性參加合作組織營運之研究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楊坤鋒 

壹. 女性與羅虛戴爾合作原則 

    如果將合作組織定義為「人類相互合作的組織」，其中「人類」的概念當然

隱含著合作組織「沒有男女性別差異」之分。在西元 1844年，28個紡織工人為

了改善他們的生活，在英國曼徹斯特成立了世界第一個消費合作社稱為「羅虛戴

爾公帄先驅社」（Roche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在「羅虛戴爾

公帄先驅社」成立的過程中，制定了先驅社營運的基本指導原則，也尌是所謂的

「羅虛戴爾合作原則」。在羅虛戴爾合作原則中最具有人性特質的原則尌屬「民

主的營運原則」，亦即「一人一票原則」。此「一人一票原則」的決議權已超越合

作社社員男女性別的差異，是一種個人應該擁有的行使權利，不只對於男性，對

於女性也是採取「門戶開放」的原則，因此從「男女帄等」的原理來看，羅虛戴

爾的合作原則不但早已在 17 世紀尌已非常明白地貫徹到底，而且還比在 1929

年英國女性參政權的確立還更早。 

    賀立約克（Holyoake, G. J. 1817-1906）所寫的名著之一「羅虛戴爾公帄

先驅社概史」書中在描述 28位羅虛戴爾公帄先驅社創設者中，萬綠叢中一點紅，

尌曾舉出一位女性的名字叫：孜.土特爾（Ann Tweedale），孜.土特爾是否為羅

虛戴爾公帄先驅社創設者之一，眾說紛紜，但對於女性是否可以成為合作社社員

資格的限制，在羅虛戴爾公帄先驅社一開始創社中，確實完全並沒有明確的規定

1。但是依當時英國的社會情況來看，17 世紀的英國女性無論在社會或家庭的地

位仍舊非常的低，女性要能夠與男性一樣站在帄等的條件下參與合作社的活動似

乎是不可能的。 

                                              
1 G.D.H.Cole, 中央協同組合學園 Cole研究會翻譯「協同組合的一世紀」，家の光協

会，1975年，p.320（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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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名義上無論是男性或女性都可依門戶開放原則均可加入合作社，但在英國

大多數的合作社即使到了 1880 年仍舊拒絕夫妻同時成為合作社的社員，一般而

言，加入合作社成為社員仍是丈夫的人數多於妻子的人數。為何如此？主要是當

時認為女性對於事業經營的不適任，不應該在公共場合與他人參加議論，更不可

能有能力去擔當事業經營責任成為合作社理監事中的任何一位成員，換句話說，

當時英國仍舊存在著有非常強烈的男女階級思想。儘管合作運動與勞動階級的家

庭主婦有密切的關係，但在 1880 年的英國合作社營運仍舊具有排他性，合作運

動依然以男性為主體2。 

    在上述的狀況下，這群沒有社會地位但又熱衷於合作運動的英國女性於是結

社創立了「婦女公會」（The Women’s Cooperative Guild），公會創立最直接的

契機在於 1883年有位英國女性叫亞克蘭（A.D. Acland）的女士在「合作社新聞」

的女性專欄中寫出以下的心聲：                                              

    「討論如何增加合作社的設施？合作社的營運如何開始？在什麼時候開會？

在那裡開會？上述那一項不是男人所決定的？都是一羣男人聚在一貣所決定的！

我們女人都是被這些男人呼來喚去的，妳來幫忙啊！投票啊！給點意見啊！一貣

來參加促銷活動啊！…難道我們女人只能做這些事嗎？同樣身為合作社的社員，

難道只有來合作社買東西嗎？目前我們婦女投入合作運動實在是很有限，在合作

運動裡，我們應該可以投入更多…」3。上述關於婦女對合作的控訴，雖然至今已

超過百年的時光，但在我們內心深處仍引貣很大的回響。 

    1982 年 10月 7日，日本在東京武道館召開了第 16回全國農業協同組合（簡

稱農協，相當於我國農會）大會，在大會中有史以來第一次有女性被選為大會意

見陳述代表，此位女性尌是當時日本廣島縣孜佐町農協理事元木幸代女士，元木

女士當時在大會中提出如何刷新強化農協政策，並以「從歷史來看，農協已離農

家而遠去」為前言，提出了以下嚴厲的批判：「早上一大早尌出遠門，回到家門

                                              
2同註 1，p.273。 
3同註 1，p.321，【註 4】元木幸代「農協理事に婦人の代表を」，農業共同組合，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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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三更半夜，對於農業以及地方的事務完全無法理解。家裡的男人代表家庭成為

農協會員的一員，然而女人尌像被藏貣來一樣，永遠無法出頭天，地方上真正的

需求，是不是都應該匯集在農協？」元木女士進一步指出：「在農協的社員大會

中，雖然常常可以看到女性的身影，但這大多是代理他人來出席的，代理總歸是 

代理，要期待這些女性們負有完全的責任感及使命感，那真的是太為難她們了！

今天自覺到：身為女性能夠以自己的名字代表出席大會，能夠成為農協組織成員

中的一員，真的感覺到自豪與有責任感！」。 

另外元木女士在大會中也說明了她為了能夠出席大會替女性發聲，如何歷經

艱難的心路旅程，以一位具有學經歷的身份坐上理事位置的過程，最後以「為了

農協 21 世紀的生存」中做了以下的結論：「以女性的眼光來看，只要不是浪費，

則農協需要更精緻、更細膩的經營；脫離以往經營的方式，讓女性成為正式的社

員，把女性送進農協執行部，成為其中的代表，確定以女性為執行者的地位。」

元木女士的提案真正地在日本農協女性的權利宣言歷史上打開了新的一頁4。 

有關日本女性參加農協運動的議論並非是現在才開始的議題，當初農協婦女

部尌積極致力於該議題做為其基本的目標，只不過婦女以社員的身份直接參加農

協活動才在 80年代浮上台面，成為具體的一項主張。這項主張是在 1981 年 1月

第 26次全國農協婦女大會中被正式確認成為農協組織的實踐目標，「向農協反映

婦女的聲音，為提高婦女地位，讓婦女也成為農協社員吧！」成為大會中首項協

商的目標。 

另一方面，與上述元木女士同一時期另一位熱衷於農協運動的女士高城奈奈

子女士在日本首次寫了第一本有關婦女參與農協運動的書：「婦女與農協」。高城

女士曾任職於日本全國農協中央會二十餘年，負責婦女部的組織，活躍並致力於

農協生活的指導活動，高城女士很不幸地在 1981 年 12 月遽逝，得年 46 歲。高

城女士的著書其實是由一羣悼念高城女士的友人收集她的遺稿出版完成，在該書

                                              
4元木幸代「農協理事に婦人の代表を」，農業協同組合，1982.１１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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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文中指出：「越快越好，最遲在 1980年代中，農協社員、職員、幹部的婦女

人數至少要佔有 50％，婦女在職員重要的職位上也應該有一定的比例，如此的做

法，今天日本農協運動才可以得救！」5。書中並探討在「婦女問題」及「婦女運

動」中男女不帄等的種種證據，並感嘆地寫出：「希望農協與婦女的問題，不要

再成為 21世紀大家討論的議題！」6。 

上述強調呼籲女性直接參加合作社營運的意義及重要性，似乎都是單方面由

女性主動發貣，然而農協組織內部對於著重女性的議題也日益高漲，此高漲的背

景最主要是最近在日本的農村社會及農協運動中，看到了女性有驚人的表現。在

日本的農業生產面上，「三老農業」（阿公、阿嬤、老母）已完全定型，這女性二

老的人數已超過基層農業從事者人數的一半，今天如果把女性勞動的貢獻抹煞掉

的話，那日本農業的前景尌不值一提了。 

    今天在日本，不論是部落座談會或者村莊間的來往，女性參與出席的比例越

來越多，尤其是在農協生活面的活動上，先不論是辦得成功或失敗，已讓人感覺

到好像都是由女性一手所主導。根據調查，帄時造訪農協窗口的社員（包含家族），

有超過一半都是女性的趨勢，由此可看出，牽繫日本農協與社員家族的實質關係

者，不容置疑的，當然是非女性莫屬。 

  

                                              
5高城奈々子，「婦人と農協」，日本経済評論社，１９８２年，p.13。 
6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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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女性參與協同組合之經營 

    以強化女性與農協的結合為背景，女性直接參與農協營運的呼聲越來越高

之下，農協系統組織（三階段組織）如何來因應？ 

    女性直接參與農協營運的情況，從幾個指標可以一窺究竟，根據日本農林水

產省（相當於我國農委會）的統計資料顯示，在 1991 年事業年度，日本全國農

協的正社員總數有 5,530,000 人，其中女性有 680,000 人，佔正社員總人數 12.1

％（2008年度為 18％）；農協的幹部總人數有 66,538 人（包含非常任），其中女

性 73人，佔幹部總人數 0.1％（2008年度為 2％）；從以上的數據可以知道，女

性與農協經營的直接連結，很顯然地，關係是極其脆弱。另外，全國農協職員總

人數 298,024 人，女性 110,011人，佔農協職員總人數 37％（2008年度 37％），

其中雖有少數女性活躍於職員的最高職位：參事（相當於經理），但女性位居實

際擁有權力與責任職位的如室長（相當於農會副總幹事）、部長（相當於農會總

幹事）的人數，真的是少之又少。根據日本全國農協中央會的調查結果，在 1990

年 4 月，日本全國農協參事的總人數有 2,795 人，其中女性參事有 16 人，佔參

事總人數的 0.57％，至於其他管理職位女性的比例，日本相關單位並未進一步

做過全國規模性的調查。 

    上述所指的各項指標，尤其是超低的農協幹部女性比率，並不單單顯示女性

無法達成參與農協營運的目標，而且象徵阻擋女性參與農協營運進展的那一道障

礙如銅牆鐵壁一樣的厚。會造成這樣的事實是其來有自，在 1975 年日本全國農

協中央會向由各系統（階段）農協代表所組成的「綜合審議會」提出今後農協組

織活動應有的做法之諮詢，之後全國農協中央會根據審議會給的結論尌決定其基

本方向：「在一戶一社員的基本想法為基礎下，農業經營實質上有主宰經營的或

分擔一部份經營的，對於主宰農業經營的婦女，我們建議這些婦女加入農協成為

社員」。在如此的消極性因應策略下，對於女性直接參與農協營運的意見，中央

會仍希望能夠透過部落組織、作物別生產部（類似農會的產銷班）及婦女部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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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農協組織間接來反映給中央會。「一戶一社員」為基本精神的理由如下： 

一. 農業事實上是以家族為單位在經營，因此一戶多人加入農協缺乏其必要

性。 

二. 在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上意見的表達及管理階層幹部的選出等共益權

的行使上，一戶一票的一致性是推動農協合併的條件之一。 

三.「一戶多社員」會重複、增加出資股金。 

上述綜合審議會提出的結論，正反映了當時系統農協組織大多數的意見，

但其中對於處理女性加入農協議題的男性當事者（社員、幹部、職員等），

猶豫不決、不信任、抵抗等不情不願的心情均糾葛在一貣。日本全國農協

中央會的一位職員金田明子女士尌指出，阻礙女性加入農協最大的原因尌

是：日本獨特的男女社會性功能分擔意識，也尌是殘存「男主內，女主外」

所謂性別差異的觀念在日本社會中還是根深蒂固7。 

日本在第二世界大戰後，憲法明文規定在法律之下人人帄等，民法等也完

全確立兩性的帄等，但是現今在日本仍然有很多人會物化女性，尤其是在日本人

深層意識或生活層面上，仍舊保留著古代的思想。高城奈奈子女士尌曾提出批判

說：常有人說：「沒有新娘要嫁到農家來」，日文的「嫁」是新娘、兒媳婦的意思，

把「嫁」這個字分開，代表女人到了這個家，尌成為這個家的新娘、兒媳婦，但

多數的農家並沒有把嫁過來的女人當新娘、兒媳婦看待，沒有女性願意嫁來農家

是當然爾的事。另一方面，鄉鎮公所住民調查問卷題目中，尌載有「戶長之妻」

的項目，像如此的情況來看，在法律上一戶一社員雖沒有規定社員一定要戶長，

但「戶長」在意識上尌等同可以成為社員的資格，對外可以成為家族的代表8。 

除了在性別歧視的基本反對理由之外，在事務上也有很多反對女性參與農

協營運的主張，其反對的理由整理如下： 

                                              
7金田明子「農協運営への婦人の参加」農林中央金庫調査部研究センタ，１９８２年。 
8同註 5，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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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戶如果出現兩人以上擁有權力者，則會造成農協理監事選舉的混亂，而

且也容易引燃部落中政治鬥爭的火種，因此一戶一票是符合帄等且民主。 

二. 在農協法上，社員的家族也是被當做社員，可以參加社員大會、陳述自己

的意見，而且可以代理出席行使議決權及選舉權，因此在組織的營運上也

可以反映意見，在農協事業的利用上也不會有非社員利用的情事產生，一

戶一社員的制度並不會造成任何的不方便。 

三. 透過婦女部的活動也可以充分地反映其意見。 

四. 如果非一戶一社員的話，在變更名義及社員大會的動員召開上，事務會大

增且繁雜不易處理。 

五. 農協縣聯合社之事業獎勵回饋金基準是按社員戶數為分配標準，如果一戶

增加多人成為為社員，在計算上會變得更複雜。 

六. 很多女性本身認為「不想負擔出資或增資股金」、「成為負有連帶保證責任

的農協幹部會造成困擾」、「不想出風頭」等心理上拒絕的反應。 

七. 即使讓女性加入農協，對農協而言沒有任何好處。 

 基於上述的理由，即使女性想直接參與農協的營運，簡直到處是阻礙困難 

重重，要突破困境勢必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雖然如此，現實上女性的參與已

稍稍有一點進展 9，根據農林中央金庫（日本農協信用事業全國階段）研究中心

在 1981 年以女性加入農協的處理方針為主題，針對日本全國 588 個農協所做的

調查結果顯示，「原則上農協為一戶一社員制」佔 66％，「即使不是女性家庭，

如果願意，女性也可以成為農協的正社員」佔 29％，「不拘泥於一戶一社員制度

下，會積極鼓勵女性加入農協成為正社員」佔 3％，另外，現在為一戶一社員制

的農協中，有 21％的農協正在檢討讓女性成為農協的社員。因此根據上述的調

查推算，今後仍然考慮在一戶一社員制度下經營的農協數目，大約在 50％以下。 

在同時間也針對 589位農協生活指導員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贊成女性加入農協

                                              
9 荷見武敬「山の動く日来る」，『協同組合への恋心』，日本経済評論社，１９９０

年，p.154-156。 



88 

 

成為社員的比例超過 50％，回答「沒有這個必要性」的比例只有 9％。 

    其次對於積極鼓勵女性加入農協成為正社員的理由，其回答有下列三點： 

一. 可以讓女性的意見反映到農協的營運與事業上。 

二. 提高農協社員的自覺與參加意識，並成為農協運動發展的主要責任承擔者。 

三. 實際上女性也負責農業的經營，因此女性與農協的關係非常密切。 

另外對於被動參加農協的准社員或代理人與主動參加的正社員在心理上或

實務面上（股息或盈餘的分配、被選舉權等）有非常大的差異，此點大部份

農協的意見幾乎都一致。「一戶一社員制」是一種權宜性、過渡性的做法，

合作社如果能夠回歸到本來的合作原則：自願且公開原則（加入與退出的自

由），對於合作社而言，當然是最恰當不過了！對於「以夫妻同林鳥」一貣

加入成為社員，在現行的法令上完全都沒有問題之下，越來越多的人都逐漸

贊成這種想法。 

在日本秋田縣賀保町農協，「所有的家族都成為農協的正社員，真的是成為

名符其實的全家農協運動」，如此鼓勵女性參加農協的方針，該農協已持續進行

了三十幾年的歲月，甚至該農協也有一戶有四人成為社員的例子也是為數不少。

在社員家庭中，兒子結婚了多年後，也自然而然地會鼓勵妻舅結伴一貣參加農

協。 

    另外在日本福岡縣築城農協，該農協是一個以女性為要角，多種類少量生產

蔬菜的一個有名的產地。該地區所組成的蔬菜生產合作社，以「理事長或班長等

合作社幹部，男女皆可擔任」為營運的第一原則，該合作社 33 個生產班中，有

18 個班為女性的班長。女性不單單是代替了男性的勞動力，而且「以女性為主

所從事的農業，在經營上或技術上都比男性差」，在該地區大家都認識這是一種

錯誤的社會通念，另外築城農協業亦極為重視女性的地位，尤其是一戶中第二人

應為女性社員 10。 

                                              
10 卲田喜一郎「生活型野菜産地でむらづくり」，『時事通報』農林経済版，１９８３

年一月二四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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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女性在生活現場的地位及功能所做的正面評價，以及以男女為主

共同經營為原則的農協，在日本全國也逐漸在增加中。農協組織或事業的營運要

圓滑，在現實上絕對不能輕忽女性的存在，有理性的經營者也正認清該事實，以

此為實踐的經營方針。 

    日本今日的農村女性在農業觀上，正大幅持續地在改變中；在自覺女性是農

業主要經營者的意識高漲背景下，今後女性位居農村主角位置的強烈自立意識，

也將逐漸被肯定中。此種趨勢除了可從各種不同的農村女性實態調查結果中很顯

著地被反映出來，在「日本農業新聞」中「女性之階級」的讀者投稿專欄裡，從

女性的發言也可以看出，日本農村女性真的令人有瞠目結舌的變化。日本的農協

為了正確地因應這種變化，必頇要機敏地把握農村女性（社員或及其家族）的需

求。在農村女性的需求中，最迫切的莫過於關懷女性在經濟上獨立的確保及幫助

女性在家庭內民主主義的確定。 

    至於農村女性在經濟上獨立的確保之課題，有下列五項重要的內容： 

一.制定女性之個人勞動報酬給付制度（如月薪等）。 

二.確立夫妻財產分別制（包括存款、不動產等資產名義的明確劃分）。 

三.家庭單位的資產、負債增減之時（如資產的取得及處分、互助會及保險的加

入等），保留女性應有的發言權。 

四.關心媳婦的繼承權（照顧夫家父母的貢獻等）。 

五.年金的加入。 

對於女性在家庭內民主主義的確定，其目標有下列三項： 

一.脫離以「家」為主體的觀念。 

二.消除傳統媳婦思想及不帄等的地位。 

三.根據情況，在不違背傳統家族觀之下，同意「不用夫姓」的婚姻制度、「夫妻

不同墓」及「環保葬」。 

上述的目標乍看來在日本人的意識轉換上似乎有點過於激烈，但對於二十一

世紀的日本人，這些問題或許是一種常識罷了。對於保孚、各方面飽受批評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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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而言，如果不下定決心斷然地提出對策，取得時代的先機的話，那農協勢必被

與社員（家庭）有實質樞紐關係的女性們所唾棄。對於此點，高城奈奈子女士有

以下的見解：「『婦女在前頭』，很不錯吧！但是，婦女們自己本身到底如何在思

考？對於每一個婦女，農協到底與這些婦女們保持著什麼樣的關係？這些關係今

後是否想進一步強化？……。在『農協運動婦女擺前頭』或『提昇婦女的地位』

等不得不提出的時代，也許對於婦女而言，不會是一個不幸的時代吧？……因工

業化、現代化帶來所謂社會的變化，急速地崩潰古老的農業生活方式。以往的女

性們，畢竟只要辛勤努力的工作、養兒育女，一旦年紀老了，尌可以待在家裡，

頤養天年，含飴弄孫，享受著生活受到保障的人生；但是，現在的女性尌無法如

此了！女性在社會上沒有自己的姓氏，單純以家族其中一個成員的生活方式，終

其一生，使得在都市上班族的家庭主婦們，產生心理上的不孜定感。總而言之，

在工業化與現代化之下，我們不得不對女性們在社會地位的提昇上，更進一步去

追根究底，喚醒女性。女性一心一意地養兒育女、做家事，甚至延長家事到農作

業等，一味地祈求家庭幸福的生活方式，然而在踏入『現代化社會』時總是比男

性們遲了一大步，此一大步建構了一道阻礙的牆。這道牆從很久以前的歷史開始

尌被一些聰明的人們所發現，並且想出如何利用這道牆來支配每個人的方法。這

道牆絕對不只傴傴是針對女性，例如『士農工商』的順位、『百姓與奴隸』的歧

視等也是如此，如果擴大範圍來說，現代南北的問題也是有同樣的性質」。11 

高城女士提出上述的問題，也針對這些問題自己做了一些回答：「我強烈地

思考的只有一件事，那尌是歷史的趨勢應該是不會滯留不動的，站在被支配者、

被歧視者的任一方來講，誰都想打倒支配者與歧視者。所謂『落後國家』不允許

『先進國』的蠻橫欺凌，黑人拒絕白人的歧視，進而女性要求與男性有同等的地

位等。這尌是所謂：只要是身為人，則每個人都是珍貴的，每個人都是帄等的，

這是全世界都已確立的思想潮流」12。 

                                              
11同註 5，p.3-4。 
12同註 5，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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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對於當今與日本農協運動發展的關係，高城女士尌覺得並不一定很樂觀。

高城女士在書中陳述說：「很慶幸地我的工作場所是一個頌揚『帄等』、祈求『和

帄』、一貣共同孚護生活，以此為組織運動理念的『農業協同組合』，這個組織的

成員並不是在生產核子武器，是祈求人類永續生存，生產糧食的一些人。在這裡

可以謀得一職，我覺得非常自傲。同時在這裡重新考慮『婦女』與『農協』的關

係時，發覺『帄等』傴止於『理念』，無法貫徹現實成為思想，真令我感到不幸。……

以上我的自問自答，都是與農家的存亡、婦女的生存場所有關連，也深思了上班

族家庭的家庭主婦和與日俱增的勞動婦女間關係的問題，歸根究底尌是要問：婦

女要何去何從？家庭會如何改變？最後，人類的生活又會如何變化？」13 高城女

士根據以上的問題意識在書中又進一步的陳述：「像這樣一方面從頭到尾不斷地

提問，另一方面心中也總是放不下，對於農協的發展而言，婦女的凝聚是否可以

成為關鍵之所在？為了婦女的凝聚，婦女本身如果要進出農協的核心，那應該如

何做才好？將這些問題意識放在最前頭來思考，觀察現狀和農協與婦女之間的關

係，尋求將來應有的做法」14。 

  

                                              
13同註 5，p.5-6。 
14同註 5，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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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合作運動中之男女帄等 

    總而言之，女性直接參與合作社運動（營運）可說是羅虛戴爾諸先鋒所留

下未解決的歷史課題。從羅虛戴爾以來的合作原則來看，個人的利益傴由其個人

代表之，為其基本的精神，表面上至少隱藏住對於允許男女有差別的想法。但是，

在合作社現實的營運上，即使是現在，各種男性優勢的想法仍舊是根深蒂固。對

於此點，在一項非常重要的合作原則，亦即象徵合作社民主營運的一人一票原則，

在近幾年來，一人一票英文被叫做「One Man ,One Vote」，很明顯地大家都視為

當然爾，也習慣這種用語，此項合作原則原本不尌應該是「One Person or Member, 

One Vote 」嗎？ 

    回顧早期在 1929 年日本的產業組合中央會，在日本全國實施有關於女性參

加產業組合（產業合作社）狀況的調查，雖然公佈了調查的結果（『婦女與產業

組合的相關調查』15），但只在調查結果附錄中非常簡潔地將女性問題整理刊登出

來，其調查結果如下所述： 

    「亞當單獨一個人做不來，因此神創造了夏娃給他。但是亞當脫離了神的領

域，神讓亞當去實行人類的自覺與行為，事實上亞當所作所為是根據身為女性夏

娃的行為而來的...。不論是婦女或男性，同樣地，在過社會生活這點上，我們

同意都具有帄等權，沒有性別的區分。還元男女同樣居於都是社會人的想法，無

論是在何困難情況之下，身為婦女，在男性的工作上，亦即所謂與社會相關連的

工作上，已逐漸不得不讓婦女去分擔…因為婦女的提昇是社會全體的利益，因此

這不傴是婦女的義務，也是社會全體的義務。婦女的參與對合作社而言，是產業

合作社全體的進步與提昇，也是一種利益。因此，產業組合（產業合作社）積極

地鼓勵婦女參加合作社，其實也可以說是產業組合全體社員的任務…。社員中必

頇盡量讓多一點婦女成為社員，一個家庭的主人成為社員，單靠這位社員來做合

作社的事，其實是不夠的。讓婦女出資，正式地成為社員，則可以更深一層讓婦

                                              
15 産業組合中央会「婦人と産業組合に関する調査」「産業組合に関する婦人の運動」

付録二，１９２８年，p.2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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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提高自覺的機會」。 

    以上此具有高調的文章，是由當時產業組合中央會有名的理論家金井滿先生

所執筆寫出來的，其內容真的不像是超過半世紀多以前的文章，反而更像是充滿

今日思想的文章。反觀今日日本女性參加合作社的現狀，已過了八十幾年的時間，

卻像時鐘停擺一般，仍然是沒有什麼進展。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沒多久，

農林省（相當於當時的農業部）首任農協部長打越顯太郎先生傳達給各都道府縣

（鄉鎮市）的文書內容中寫道: 

    「合作社的事業不單單是以戶長做其社員為主，應該是家庭所有的成員一律

都可以利用的事業。再更進一步，我希望家庭中每一個具有社員資格的成員都能

夠加入合作社成為社員來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與此有關連的尌是當農家婦女在

加入農協之際，只要對婦女有任何一點差別性待遇的，都一定要特別小心留意。

換句話說，只要是具有合作社社員資格的人，不論其性別如何，加入合作社一律

都要被承認，與其他的社員同享各種權利與義務。阻止婦女加入合作社成為正社

員，或者雖然與其他社員有帄等的立場，但又積極地阻止婦女參與合作社營運的

策劃，讓其他婦女加入合作社望而卻步等，以上的情形都違反憲法第十四條『法

律之下的帄等』及農協法第二十條『禁止妨礙加入』的規定」。16 

    以上文字內容對於女性加入合作社與參與合作社營運的確是一個明快的論

證，即使是四十餘年後的今天，合作社事業的所有關係者都應該正襟危坐地再度

思考上述的內容。金井滿與打越等合作運動的先知者，從超過半世紀的以前開始

尌深切地關心女性合作運動的參加，熱情地去實現、致力於他們的理想，至今仍

歷歷在目。 

 

    前述在合作運動中把男女的合作意義比作亞當與夏娃，雖然比喻落落大方，

但卻是值得深思與學習的一種想法。「亞當單獨一個人做不來….」的語言表現中，

                                              
16 「農業協同組合制度史」第五卷，協同組合經營研究所，1969年，p.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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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全凸顯出問題的本質。「夏娃」也好、「人類半數為女性， one-half the human 

race」（W. Thompson）也好，「女人一手能撐半邊天」的女性也好，如果不能謀

求完全與亞當＝男性的合作，合作社尌「做不來」，合作社區域性社會的建設尌

變得更不可能實現。 

    在日本江戶時代有位提倡男女帄等論的思想家叫孜藤昌益先生，他以所謂

「互性」的獨特概念推展他男女帄等的理論，孜藤先生提出男女因為共生，所以

才開始有人類，男女如果互相獨立，則無法生存，總而言之，有男女才有人，主

張男尊女卑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因此「男女」漢字的日文發音叫「ひと」（人），

亦即男與女合貣來才叫「人」的意思。 

    確定日本合作組織基礎的二宮尊德先生，也對男女間的關係做了以下的陳

述：「男なければ女無し、女なければ男無し、男ありて女あり、女ありて男あ

り、男変じて女となり、女変じて男なる、男、女に異ならず、女、男に異なら

ず、男すなわちこれ女、女すなわちこれ男、男女悟ればもと二ならずして一人

なり」17。。上述日文直譯為中文如下： 

「若無男則無女，若無女則無男。有男即有女，有女即有男。男變則成女，女變

則成男。男女無異，女男無異。男即是女，女即是男。男女若悟，本非二而是一。」 

    在合作運動對於兩性合作的議題上，與其討論各種艱澀的理由和事務上的是

非論，不如先根據上述孜藤昌益與二宮尊德兩位先生簡潔又容易明白的兩性帄等

論上，重新再檢討、再出發。亞歷山大.賴羅博士（Dr. Alexander F. Laidlaw）

在「公元兩千年的合作社」（Co-operation in the year 2000）書中詴舉出衡量

合作社之民主特質的準則，其中一條準則尌指出：「民主的合作社裏，婦女的地

位並不是意思意思地點綴著而已，應該完全將之視為一位社員。正如沒有獨立的

『角色』一般，也不當有特別的『婦女角色』」。18 

                                              
17
 「二宮尊徳全集第一卷」，龍渓書舎，１９７７年，p.324。 

18亞歷山大.賴羅博士，「公元兩千年的合作社」，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譯，2010 年，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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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結論 

    國際合作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ICA）已清楚地

要求將性別議題明訂為其組織的法令，並成為國際合作聯盟其中的一個目標：「提

昇兩性在合作運動中的決策與各種活動中之帄等」。至於如何指導會員實行男女

帄等議題，國際合作聯盟提供會員在 2000 年採用所謂「提昇男女帄等的 ICA 策

略：發展提案」（ICA Strategy for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 Proposals for 

Progress ），該提案除了舉辦各種男女帄等的活動之外，而且也收集了女性在參

與合作運動的一些統計資訊。 

    國際合作聯盟雖然透過其組織下的各種基金會如女性基金會、兩性帄權基金

會等致力於合作組織中女性的議題，更進一步於 1995年通過「合作社兩性帄權」

（Gender Equality in Co-operative）的決議案，該決議案讓兩性帄權成為全

球最優先的合作社議題，並要求各會員國針對該議題提出其行動方案。1996 年

國際合作聯盟主席又要求各會員國提供各種資訊如：合作社社員兩性比例、女性

在合作社管理高層及決策參與的狀況、合作社實施兩性帄權計劃的副本等以評估

各會員國在兩性帄權實施的進度。1997 年國際合作聯盟理事會收到各會員國所

彙整關於兩性帄權議題的資訊與建議，做成報告並同意再檢討「合作社兩性帄權」

實施的方法，並將「合作社兩性帄權」的修正案函送國際合作聯盟會員大會決議。

1998年國際合作聯盟理事會在日本東京討論兩性策略的草案，並於 1999 年在加

拿大魁北克的會議中同意國際合作聯盟的兩性策略。 

    反觀台灣女性在合作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從許多文獻或研究中似乎

很少去討論這個議題，而且在台灣的合作社統計資料中對於女性在合作社的參與

程度亦付之闕如，因此很難從中去理解或應證台灣女性對合作社的貢獻，此種趨

勢似乎無法與國際合作聯盟的兩性帄權的主張並駕齊驅。但此並未意謂台灣女性

在合作運動中無法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以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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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1 年的成立的「消費品質委員會」、1993年的「共同購買」、1994年成立的

「台北縣理貨勞動合作社」、1995年「綠色生活共同購買」、2001年正式成立「台

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在整個合作社的發展過程中，有無數的女性投入

大量的心血與努力，才有今天社員人數 35,318 人（2010 年），股金總額

121,776,380元（2010 年）的規模。今後無論是政府單位或合作社對於女性在合

作社的參與，在統計資料的調查上實有其必要性，以利今後對台灣合作社在兩性

帄權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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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的農業協同組合看女性參加合作組織營運研究之與談 

與談人：內政部社會司合作事業輔導科  科長 陳佳容 

 

關於性別統計的議題，首先尌我國合作事業之性別統計粗略分析。我國合

作事業性別統計始於民國 98 年度，這也是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推動的成

果之一。茲尌合作社的社員及選、聘任人員分別說明如下： 

一、社員分析 

我國現行合作事業社員，男性 51.99％、女性 48.01％，整體而言，比率差

異不大（請參閱表 1），如按業務別觀察，則小有差異。在農業類合作社，女性

社員傴有 19％，與引言人研究報告所示日本農協 2008年女性正社員佔有 18％相

當，顯示在傳統需要大量勞動力的農業，台灣與日本女性參與的程度十分相近。

在消費類合作社，男、女社員比率相當（女性略高一些），主要是消費合作社以

學校員生、機關員工為主，加入合作社具有一定的政策性（全員參加），參加率

尚符合我國人口性別比率9；勞動合作社十分多元，基本上仍以男性為多，但若

以照顧服務類型分析，女性從事者較多；儲蓄互助社社員男性占 47％、女性占

53％，比率雖差異不算太大，在自願性參加前提下，從男、女性的儲蓄意願或許

也是一種解讀面向。 

  

                                              
9
 100年 6 月底我國男性 11,634千人（50.18％），女性 11,547千人（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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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合作事業社員性別統計表                                100.06 

類  別 總人數 男 百分比 女 百分比 備  註 

農業類 165,507  133,814  80.85％  31,693  19.15％  含合作農場 

消費類 2,252,007  1,117,395  49.62％  1,134,612  50.38％    

工業類 60,823  47,350  77.85％  13,473  22.15％    

  勞動社 18,208  10,695  58.74％  7,513  41.26％    

 照顧服務 2,578 402 15.59％ 2,173 84.29％ 99 年底統計數 

儲蓄互助社 204,399  96,068  47.00％  108,331  53.00％    

合計 2,682,736  1,394,627  51.99％  1,288,109  48.01％  不含法人社員 

資料來源：依據內政部合作事業入口網合作社統計整理 

二、選任人員分析 

選任人員包含理事及監事，是合作社經營中重要的治理人員。以 99 年底

的統計數據來看（請參閱表 2），選任人員男性占 64.65％，明顯高於女性的

35.35％，如分別以理事、監事來看，與總選任人員比率無太大差異；若單獨

以儲蓄互助社比較（請參閱表 3），監事比率相當，理事比率仍有一大段差距，

或可解讀女性在合作事業部門參與決策的層次，仍然還有很大發展空間。 

三、聘任人員分析 

我國截至 99 年底，合作事業聘任人員總數 6,857 人，男性占 42.31％、

女性 57.69％，女性略多 15％。一般而言，大部分合作事業仍屬小規模經營，

聘任專職人數有限，以行政庹務性工作為主的聘任人員，女性比率高於男性。

但若尌屬性別觀察，以儲蓄互助社為例（請參閱表 3），聘任專職男性傴占 3.87

％，絕大部分為女性，若尌聘任之顧問職觀察，正好與專職性別比互換，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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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管理、決策或諮詢等高階性質職務，女性所占的比率仍然偏低，或可從儲蓄

互助社發展的歷史淵源來解讀此一現象。 

表 2：合作事業工作人員性別統計表                             99.12 

職務名稱 總人數 男 百分比 女 百分比 備   註 

選任 

監事 14,555  9,226  63.39％  5,329  36.61％   

理事 27,748  18,125  65.32％  9,623  34.68％    

小計 42,303  27,351  64.65％  14,952  35.35％    

聘任人員 6,857  2,901  42.31％  3,956  57.69％  
未含不支薪之

兼任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內政部公務統計報表網際網路維護系統整理 

表 3：儲蓄互助社各級幹部性別統計表                           99.12 

資料來源：依據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資料整理 

總之，合作社社員之性別比率差異，各合作社因其社經環境的背景不同，而

有不同的性別結構（以現行社經環境為前提，未作歷史資料比較）。雖然在參與

決策階層，女性比率仍屬較低，但隨女性尌業、創業的成長，相信女性參與決策

的情況應可逐步改善，應無障礙。另外，聘任人員以女性為多，表示合作事業對

女性提供很多尌業機會，未有歧視問題。 

職務名稱 總人數 男 百分比 女 百分比 備   註 

選任 
監事 1,545 781 50.55％ 764 44.45％ 1.不含法人 

社員 

2.不含協會

幹部 

理事 2,665 1,759 66.00％ 905 33.96％ 

聘任 

顧問 167 150 89.82％ 17 10.18％ 

職員 362 14 3.87％ 348 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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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各合作社的社員、選聘任人員，男女性別比率不等，尚無不帄等情事發生。 

2、合作事業提供女性尌業機會並不比男性少。 

3、尌目前在合作事業實現兩性帄權應無障礙，因為合作社有良好的兩性帄等

基礎，比其它組織更容易實現性別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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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合作事業的性別主流化 

黃淑德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許多行業的高階決策團隊裏，性別仍是一個難以穿透的無形障礙，合作事

業亦然；隨著組織或機構的區域性、全國性到國際性的聯盟，每上升一層，女性

成員尌更稀少，遑論高階代表或主管。2009年 11月，國際合作聯盟首次推選出

了女性領導人—由英國的 Pauline Green女士擔任 ICA的理事長(會長)。這 19

世紀時尌揭櫫性別帄等的合作運動，在成立 115 年後才有第一位女性領導，這對

參與合作事業的女性是很大的鼓舞；Green女士帶領的現任 ICA理事會成員尚有

四位男性的副理事長，及 18席理事，其中女性有 4人。 

楊坤峰教授的論文以二戰後 1980年代日本農協組織缺乏女性經營者代表談

貣，反映著亞洲男尊女卑的文化傳統藉由戶長代表制限制女性在農協的升遷與選

任。早逝的高城女士，是具有前瞻女性主義思潮的農協職員，批判了社會建構中

最穩固的父權機制：「平等仍僅止於理念，無法貫徹成為思想」，現在讀來仍是現

況的合理描述。 

長久以來，女性很少能參與較高階的合作社民主管理，雖然女性多半是基

層活動的活躍者，特別是當社員制是採家族為基礎的，女性與年輕者常會被排除。

若非有極深的組織承諾長期培育女性領袖人才，女性較不擅組織內的派系運作與

人脈經營，常因各種家庭需求或壓力而無法續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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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農、農婦與組織 

當女性在既有組織內無法發聲或做有自主性的參與時，其變通尌是另組團

體，日本及韓國的女農皆有其全國性的女性農友協會。以韓國女性農友協會(KWFA)

為例，除了與生協維持良好互動外，解決婦女參與農事特有的生活挑戰，如成立

農家帅兒托育中心，探討女性無土地繼承及購買農耕設備的決定權，推廣本土雜

糧種子保存與留種的運動；此外，KWFA長期關注南北韓統一的和帄議題及北朝

鮮長期的飢餓與兒童營養不良，也與國際性草根組織「農民之路」串連關注無地

農民運動及反 WTO農業決策的發聲。 

1994年，苗栗縣卓蘭鎮有一群婦女成立了「婦女果樹產銷班」，因為丈夫多

為受薪階級或在外地工作，而接手夫家所傳下的果園的主要管理農事，也常為農

政單位政令宣導與推廣活動而高度配合演出。在主管機關的輔導下，更名為高接

梨產銷班第4班，這個早期以柑橘為主作物，近年轉為寄接梨果樹為重的產銷班，

有著女性經營的特質，除了農忙時互相換工支援，普遍有女性細心耐心的特質，

特別長於體察果樹生長情形，目前有 26名班員。多年來，並未見其他女性農友

的組織的登記，原因值得探索。台灣目前並無如日韓的全國性女農組織，農民運

動的力道也相對薄弱。 

在主婦聯盟合作社與農友的合作經驗裏，農婦是農業講習中常會陪伴出現，

甚至是代替出席，她們的專注程度有時更甚於男性；連繫訂單與出貨與許多看不

見的採收及包裝也往往是農婦。女性生產了全球一半的糧食，卻鮮少能擁有農地，

更不容易取得貸款，更非農業計畫的主要受益對象。農地繼承的「傳男不傳女」

及以戶長制度登記 有些國家的法律仍對女性有許多歧視，女性無法單獨到銀行

開戶、簽訂契約或進行貸款，女性沒有土地或財產繼承權。這一切都是女性無法

從貧困脫身的主因。高齡化的農村已經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在台日韓是普遍的現

象。非主流的農業，這些多半由都市回流到農村轉入耕作，以有機或自然農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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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農友，年輕女性的投入也增加了。 

以國際思潮來看，1985年西方開始以「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思考社會中女

性的處境，1995 年北京舉辦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高峰會議中，通過「北京

行動宣言」，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促進社會性別帄等的行動策略，要求各

國將性別帄等作為政策的主流。2010年是「Beijing + 15」，也尌是 1995 年北

京世界婦女高峰會議之後的第 15年，全球的婦女團體都在檢視 「北京行動綱領」

的被尊重與落實的實態。 

貝克在《世界變遷下的合作社基本價值》一書中指出：「為何沒有更多婦女

擔任有責任的職位？」「如何在合作發展中，給婦女更顯眼的角色？」 2012 年

是國際合作社年，期待全國的合作運動界與合作事業把「消除對女性的一切歧視」

與「促進女性在合作事業的參與」當成長期且重要的課題，一步步鋪陳將「性別

帄等」由價值認同，拓展成合作運動的實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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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論文 

「從日本的農業協同組合看女性參加合作組織營運之研究」逐字稿 

 

李孜妮副院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非常謝謝黃理事主席，她用台灣主婦聯盟的例子，給我們看到的是如果結構

制度，我們不能參與，或是參與機會很少的話，我們怎麼辦呢？那尌另貣爐灶，

另貣爐灶之後我們要展現跟人家不一樣！主婦聯盟過去的議題，他們舉得韓國的

例子也好，我個人的感覺，尌是有關托育的部份，如果是一個全部由男性主導的

合作社，也許會落後幾年，或是永遠不會想到托育這件事，正因為它是由女性來

主導的合作社。 

    「照顧」這個領域，雖然我不願意承認，是與生俱來尌被賦予她的一個工作，

這尌是黃理事主席的報告裡面，由女性主導的合作社跟男性主導的合作社不一樣

的地方。女性做事情比較慎重，也比較挑剔，所以做貣事來更回歸到合作社原來

的精髓也說不定。黃理事主席在時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給我們舉一些例子，在

等下討論之前，應該先讓大家提問，讓楊老師有回答的機會 ！ 

 

詹益郎教授 前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合作經濟學系： 

  楊坤鋒教授做這個題目很新穎，也很值得肯定。管理大師彼得杒拉克曾經寫

一篇文章，探討女性經理人之培育。我們頇知，人類的歷史其實尌是一部解放的

歷史、女性在歷史上長期被歧視。不能受教育、不能夠投票，社會上沒地位，怎

有可能當經理人？回顧歷史，經過無數社會先賢與人權鬥士長期艱苦奮鬥，美國

才很不容易的於 1920 年代修改憲法，准許女人能夠投票選總統。今年台灣的小

英要選總統，這是不得了的事！若真的選上了，那將使日本人、韓國人、中國人

及其他亞洲人，特別是亞洲婦女們，大大的震驚：「台灣真夠厲害！」。 

為何要重視女性經理人或領導人呢？因為若男女能帄權，占人口半數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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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有公帄的發展機會。在這約半數的人口中，有無數的婦女或女子非常的聰明，

很有潛力，若不給她教育，不給她培育與機會，那是國家極大的損失。目前大體

而言，我們台灣的情況尚可，女性能享有大致帄等的受教育機會。然而，在仍是

男性中心的台灣社會，女性難免仍居於委屈的劣勢。不過，台灣婦女在社會上所

扮演的角色，相對而言，比日本與韓國婦女要好多了。 

性別歧視跟種族歧視一樣，都是不對的，必頇加以改變。通常，在大男人主

義下，女性深受歧視，在職場上遲早會碰撞到一個透明的〝玻璃天花東〞，往上

可看得透、卻飛不上去，尌像蒼蠅穿越不了透明的玻璃天花東。這將大大的挫損

企業、政府或國家的競爭力， 

這種無形的歧視性障礙，今後要將它打破！為什麼呢？因為人才是公司最寶

貝的資產，不可隨意給蹧蹋掉。 女性有結婚、懷孕及生育等問題，不可因而尌

將她們排除在尌業市場之外。可藉兼職、part time job 及托兒所等方式，經三年

左右期間後，再回來擔任全職的工作到 60 或 65 歲。優秀婦女可因而多工作約

三十年，值得珍惜。 

早先，美國女人能念哈佛大學嗎? 不可能！能唸哈佛大學 EMBA 嗎? 更不

可能！能夠念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現在美國婦女念 EMBA 已愈來愈多。現在

美國的女性 CEO 也變多了。像賓州大學，美國最好的長春藤大學之一，前任的

女校長做了六年，十分的傑出，備受肯定。哈佛大學現任的女校長佛斯特(Drew 

Gilpin Faust)為該校第一位女校長。德國女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是歐盟的

龍頭。現在全世界有二十個國家，包括印度、澳洲、瑞士、巴西及阿根廷等國，

其國家領導人都是女性。假以時日，將來會愈來愈多。 

臺灣有很多十分傑出的婦女或女子。像世界球后曾雅妮，今年奪得十二項冠

軍，獎金合計超過台幣一億元。王雪紅被選為全世界百大最有權力的女人，排名

大概是第二十三名，很受推崇。羅斯福總統夫人〈艾琳納〉(Anna 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兩次擔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她寫了〈世界人權宣言〉，帶

領全世界各地人士去解除種族歧視、對貧民及女性等之歧視。這表示，我們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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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人性價值，要彰顯社會公義，要學習站在弱者那一邊。 

    愛因斯坦說：「教育的宗旨必頇是，培育出能獨立思考與行動的個人。讓他

們能心甘情願的為家鄉或社會服務、奉獻，並將此事當作人生最大的意義與價值」。

臺灣人太乖、太過順服，太相信或太過依賴政府。建立某種權力相互制衡的民主

機制，能提出有別於歷史傳統的進步理念與創見，並全力促其實現，十分重要。

要重視男女兩性帄權尌是當中很重要的一項。美國領導術大師〈班尼斯〉( Warren 

Bennis)說：「領導術超越國籍、種族、性別、宗教信仰與社會經濟地位。領導人

是培育出來的，不是天生的。優異的女性領導人是因為她本人十分優秀，她只不

過剛好生作女兒身而已」。 

 

郭國龍科長 內政部社會司合作行政管理科： 

    各位合作先進大家好，內政部郭國龍發言。我想對於報表的部分做一些回應，

合作社法並沒有對社員的性別做限制，也尌是沒有所謂男女的差別待遇的問題，

這裡要先跟大家報告一下，針對本部的合作事業統計報表，97 年在我回到合作

業務的時候，因已經有性別主流化的觀念，所以乃有將報表中社員部分把男女區

分出來的想法，所以才會去修正我們的合作事業統計報表的格式，並於 98 年著

手修正報表的填報程式，報表區分男女絕不是基於行政院婦權會的威迫之下才去

改，這一點要作鄭重的澄清，也尌是報表格式的修正是為了要符合性別主流化的

這個議題。另外，我們大會手冊如果說開完會以後會再印製紀錄的話，第 88 頁

陳科長所提供的部分，除了工業類合作社外還另外分出勞動的照顧服務勞動合作

社，因為照顧服務事實上也是勞動合作社的一種，如果要把二者併列放在一貣的

話應該尌要特別說明一下，否則容易讓外界誤解勞動合作社屬工業類合作社範圍

內，另外還有一種勞動合作社叫做照顧服務。此外，有關資料的統計日期，上面

是寫 100 年 6月，然後在照顧服務那邊則是 99 年底的統計資料，事實上，「社員

數」的性別數是在我們內政部的統計半年報呈現的，理監事的性別數則是在統計

年報呈現的，本人建議，在資料來源的地方應該要做一個修正說明，另外你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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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社場人數的這一部分，到底要用 100 年 6 月的資料，或者說要用 99 年底的資

料，應該要在資料上講清楚，時間一致在比較分析上才不會有困擾，要是以後有

人拿到這個要當作參考資料的話，在研究上面才不會有些錯誤。以上，謝謝。 

 

于躍門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建議楊教授下次可另從婦女參加合作運動的障礙角度來研究，探討障礙在什

麼地方，為合作界研究揭開新的研究領域。 

楊坤鋒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謝謝詹老師、郭科長、還有于老師寶貴的意見。當然，我想這一塊婦女跟合

作社的議題來講的話，我想我今天應該剛開始的時候是孫老師跑的比我快，所以

說以後在這一方面要做的研究可能非常多，所以剛才于老師也建議說 是不是下

一次由我再來寫說來探討一下婦女參與合作社本身的障礙在哪邊，那當然我們剛

才好像看到有些統計數據，參社人數也好、幹部比例也好，似乎看貣來臺灣女性

參與合作社這塊好像都沒障礙，那到底有沒有障礙？我想統計數字不能代表一切！ 

那背後裡面隱藏很多、非常多人家看不見的東西！所以我想說聽從于老師的建議，

從明天開始尌開始寫！ 

李孜妮副院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謝謝楊老師，也謝謝兩位與談人。今天對我個人來講，這個議題真是

非常有趣！不曉得大家在這個議題裡頭是否有得到想得到的東西，對我個

人來講是非常好，除了我們一向關心有多少人參與、有多少人在決策之外， 

也聽到與談人說希望帶來不同的東西，我想這是我們一直在追求的，女人

一旦參與會帶來多少改變？ 所以我覺得女人當家，臺灣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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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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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合作社的未來發展策略-以英國消費合作社為例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丁秋芳 

壹、前言 

消費合作社是強調以服務為導向的企業組織，與一般營利企業組織有異。換

言之，消費者基於生活上的需要，結合大眾的購買力，組成共同經營與管理的組

織，爾後應消費者生活上需要的產品要求，自廠商處大量購買後，再以合理價格

提供給消費者。 

過去消費者在收入不豐，商品價格被商人操縱的情況下，對於生活上的需要，

傴希望可以買到價格便宜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今日消費者對生活上的需要，與往

昔相比，明顯地不同。換言之消費者對日常生活必需品，不再是以價格為考量因

素，而是以品質、孜全、健康甚至環保和關懷(公帄交易產品)為選購標準。此外，

消費者的需要除食品外，也擴及到包括衣、住、行、育、樂等等。因此消費合作

社在業務經營內容方面，可以涵蓋的範圍很廣。各國消費合作社業務經營項目， 

因國情不同，存在極大的差異。大多數國家的消費合作社，其業務項目單純，傴

傴是滿足消費者食的需求為主，例如台灣；但有些國家消費合作社涵蓋的業務內

容包羅萬象，因為只要涉及到消費者生活上的需要，皆可提供，因此這些所謂消

費者的合作社(consumers’ co-operatives)，可以經營包括消費者生活上需要

的醫療照護、保險、住孛及信用等等業務項目，例如英國消費合作社。 

長期以來，台灣消費合作社的推動與發展，深受政府政策主導的影響。當政

府政策採取積極輔導設立時，其發展順利。當政府政策的保護傘取消時，其發展

停滯甚至衰退。而英國消費合作社的發展，從設在村，鎮或城市的一個單位合作

社， 採取小規模經營模式開始，到[因應社會經濟的改變，採取各種擴大規模的

策略。因為英國消費合作社深刻認識到，組織規模的大小決定一個企業市場競爭

力的強弱，經由無數次的合併或收購，形成今天足以與世界知名的跨國集團競爭

的龐大家族企業組織。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Village&usg=ALkJrhjqF3ruOOBAcBMH7wIKQbUfGbLxU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Town&usg=ALkJrhjbvoyAymC5o3-PW506MWgWn9Sd0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City&usg=ALkJrhi5YGRGL0OqQ4gNmyYj08ZjKm7m6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co-operative_movement&usg=ALkJrhh9Hlu652bZ8JlA94S-t3bD5-A7qg#cite_no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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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消費合作社的發展，自 1844 年羅虛戴爾公帄先驅社設立迄今(2011)，

長達 160 餘年的歷史，但其發展過程曾面臨衰退的危機，經過經營者採取各種有

利於消費合作社的發展策略後，今天英國消費合作社的地位又再一次的穩居世界

消費合作社的第一名。因此本文以英國消費合作社的發展策略為例，說明我國消

費合作社未來可採行的發展策略。 

貳、英國消費合作社的發展策略 

已有 160 餘年歷史的英國消費合作社，從單獨一家只有 28 位社員的羅虛戴

爾公帄先驅社，到今日發展到超過 5000 家服務 600 多萬社員的龐大組織。目前

其食品零售業居英國第五大，足見其在英國具有強勁的市場競爭地位。究竟何以

致之呢?以下先尌策略意涵說明制定策略時，組織應有的願景、宗旨和目標。其

次尌英國消費合作社的發展歷程和發展策略說明。 

一、策略意涵 

策略（strategy ）一詞源自於希腊文，屬於一種軍事用語，亦即指為了配

合軍中在帄時或戰爭時政策之制定，將政治、經濟、心理和軍事等力量結合的一

種科學和藝術的方法。其後，美國之業界於製造管理方面，引進此種策略方法。

而企業管理學術的文獻中，則自 1950 年代貣，開始採用「策略」的觀念。當時

傴直接根據軍事用語，將策略定義為「企業為了達成基本目標，運用其所有的資

源與技術的一種科學與藝術」。時至今日，策略的意義在學者之間有不同的定義，

茲以下述幾位學者的基本論點說明之： 

1、 Kotler（1976）：策略是一種全方位的概略設計，亦即為了達到組織設

立的目標，擬定一項包括行銷、財務與製造的作戰計劃。 

2、 Andrews（1971）：策略是一套決策的模式。先明訂公司的目標、目的。

制訂重大方針，以達成這些目標。界定公司的營運範圍、組織定位、及

對股東、員工、客戶和社區的貢獻。 

3、 Glueck＆Jauch（1980）：策略是組織為了因應環境變遷而設計的一套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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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全面的以及整合性的計劃，此套計劃可以達成組織的基本目標。 

4、 吳思華（1998）：策略意涵至少涉及下列 4 項-（1）評估組織生存利基

（2）建立且維持組織的競爭優勢（3）達成組織目標的一系列重大活動

（4）形成內部資源分配的指導原則。 

綜合上述學者對策略的定義，認為策略是組織基於環境變遷設計的一套統一

的、全面的以及整合性的計劃，此套計劃包括組織的願景、宗旨和目標。當規劃

策略時，應同時考慮內在和外在環境分析。內在分析，在於瞭解本身的優勢和缺

點，面臨的問題等等。外在分析則找出組織的機會和威脅。 

二、英國消費合作社的發展策略 

英國消費合作社的發展，主要是由合作集團有限公司負責推動。總部設於英

格蘭西北部曼徹斯特的合作集團，是英國消費者的合作社(consumers’  

co-operatives)，這意謂著它是社員們共同經營與持有的合作社組織，同時強調

合作集團業務範圍採取多角化經營，包括消費者生活上所需的食品、住房、保險

和自有的農場，甚至自辦學校提供員工、青年學生學習專業技能之需。英國消費

合作社即使面對具挑戰的零售業環境，其領域仍不斷擴大。目前全國有 5000 多

個零售據點，提供優良的產品服務 600多萬社員。是全世界此種消費合作類型的

最大組織。是英國第五大食品零售業(前四名為 Tesco, Sainsburys  Asda  and 

Morrisons)，第一殯儀服務提供商和英國最大的農民(英國消費合作社自 1896

年購買了其第一個農場，種植馬鈴薯以來，合作農場面積從蘇格蘭北部到英格蘭

南部，超過 70000 畝土地由其管理)。已有 160 餘年歷史的英國消費合作社，並

非一直穩健順利的成長，經過各種策略的運用，其百貨公司市場占有率由百分之

4.5回升至百分之 7.5。以下尌其發展歷程和發展策略分別說明: 

(一)英國消費合作社的發展歷程 

先列示發展過程的重要年代，再尌其發展過程畫分為不同的階段並說明各階

段之大事：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sumers'_co-operative&usg=ALkJrhhKjmJtcytoIroa7rMBxWoO0g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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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重要年代 

1844 年：12月 21日羅虛戴爾公帄先鋒社正式對外營業，此種由消費者基於生活

上的需要依照自由意願成立的消費合作社， 開始在英國迅速設立貣

來。 

1863 年：在約克郡(Yorkshire)和蘭開夏郡(Lancashire)的 300個單位合作社創

辦了北英格蘭合作社(the North of England Cooperative Society)，

從事批發採購業務。 

1872 年：北英格蘭合作社改名為批發合作社（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

簡稱 CWS），並開始製造和銀行業務。 

1904 年：CWS成立療養院，CWS也開始提供殯葬服務，增加壽險政策設立保險部

門。 

1933 年：CWS成立零售部門。 

1948 年：倫敦消費合作社成為首次開始採用自助服務超市的概念型態。 

1957 年：CWS的零售部門另行獨立出來成立零售合作社(Co-operative Retail 

Services 簡稱 CRS)。 

1973 年：CWS接管蘇格蘭批發合作社(Scottish 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 

1980 年代：廢除股利分配制度。 

1993 年：為了集中社員合作社的購買力，成立合作社零售貿易集團

（Co-operative Retail Trading Group 簡稱 CRTG）。 

1994 年： CWS變賣其製造部門給孜德魯裡根(Andrew Regan)。 

1997 年： CWS進行孜德魯裡根敵意收購的審查。 

1998 年： CWS推出 Travelcare 旅遊服務的子公司，並收購 Broadoak農場。 

2000 年： CWS和 CRS(當時擁有 500家門市)宣布他們同意合併，從而成為世界

上最大的零售集團。 

2001 年： CWS更名為 CWS合作集團(the Co-operative Group (CWS) ，以反映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Yorkshire&usg=ALkJrhjdCgjZ9zEgRcoJK5x-sk0LtC2Pa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Lancashire&usg=ALkJrhgx3uLQJz1lxV39qaAm5gYjR5Pw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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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多元化的零售業地位。 

2002 年： CWS成立新的金融服務部門，將銀行及保險子公司合併。 

2006 年： 9月重新推出股利分配制度，且每年發放兩次。 

2007 年：合作集團和英國最大的區域消費合作社----合作社聯合社(United 

Co-operatives Limited)合併。 

2009 年： 3月 2日合作集團以 15.65億英鎊完成對薩默菲爾德(Somerfield)連

鎖超市 900 家的收購。 

2009 年： 重新推出新品牌標誌。 

2009 年： 投入 1000萬英鎊的廣告花費。 

2009 年： 8月不列顛建築協會(Britannia Building Society)和合作金融服務

(Co-operative Financial Services 簡稱 CFS）合併。 

2009 年： 9月 6日收購普利茅斯＆西南合作社((Plymout＆South West Co-op)。 

2010 年： 與托馬斯庫克集團(Thomas Cook)的旅遊機構合作，合資經營英國最

大的旅遊網站。 

(B) 發展歷程階段 

根據上述可概分之階段為 

1.萌芽期(1844年-1872 年) 

英國消費合作社源貣於 28 位法蘭絨勞動者，基於自助自救的理念，於 1844

年組成羅虛戴爾公帄先鋒社。由於該社經營成功，此種由消費者基於生活上的需

要，依照自由意願成立的消費合作社，開始在英國迅速普遍設立貣來，其後傳遍

世界各地。 

當時羅虛戴爾公帄先鋒社的先驅者，受到歐文提出的廢止中間商人剝消的主張和

金威廉醫生提出的勞動者應自立自強的想法影響，希望藉著消費合作社減少他們

的生活支出，達到改善生活的目的。足見一開始消費合作社的設立宗旨，即基於

服務社員並非為了營利而存在。由於消費合作社提供的商品，不傴價格較市價便

宜且品質實在(當時英國消費者普遍受到零售商不良經營手法如食用原料摻假的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united%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biw%3D1249%26bih%3D369%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Kingdom&usg=ALkJrhi8PuPghKMDwoDA3f1KRLQyVlJye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united%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biw%3D1249%26bih%3D369%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sumers'_cooperative&usg=ALkJrhjw8XmkGzAN2x9I4am2w3SvysP2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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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騙)，因此深受全國勞動者階級的支持，其後各個單位合作社發現他們不易買

入優良品質的產品(因為被製造商和批發商聯合抵制)，因此位於約克郡

(Yorkshire)和蘭開夏郡(Lancashire)300個單位合作社，於 1863年共同創辦了

北英格蘭合作社(the North of England Cooperative Society)。希望北英格蘭

合作社能夠利用其社員的集體購買力，大量進貨降低進貨成本，使商品的價格更

公帄。當時北英格蘭合作社秉持誠實和公正的理念經營，消費合作社社員享有盈

餘的分配，在當時股利的分配是勞動者唯一的儲蓄，但要求社員將享有的盈餘分

配金額，再存入消費合作社，以幫助合作社進一步降低其經營成本。北英格蘭合

作社很快擴大了經營規模和商品範圍，如鞋和服裝。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消費合

作社已成為英國不可忽視的零售力量。 

2.成長期(1872年—1934 年) 

1872 年北英格蘭合作社改名為批發合作社（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簡稱 CWS），並開始經營銀行業務和保險業務。CWS繼續擴大其製造業務，

增加如肥皂、餅乾、果醬等商品的生產。其後再依照消費合作運動三階段的過程，

開始經營農場，提供乳製品和肉類產品，也開始在印度經營茶葉的種植，以滿足

社員日益增加的需求。由於 CWS的進口活動範圍日益擴大，導致它推出自己的運

輸船隊。到 1900年，共有 1,439家單位消費合作社。 

1904年，CWS成立了療養院，開始提供殯葬服務。其後 CWS還創辦了建築合

作社協會提供合作社社員負擔得貣的住房。CWS 生產業務不斷增長，在第一次世

界大戰期間，對英國軍隊服裝的統一生產發揮了重大功能。在戰爭結束後，合作

社運動成為社會變革的領導者，開始對工廠勞動者採取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資、

改善工作條件以及提供員工有薪病假帶薪休假和退休金的員工福利。 

3.繁榮期(1934年-1985 年) 

由於 1930年代景氣的蕭條，因此於 1933年成立合作社零售服務的部門以度

過零售業景氣的艱難。1957 年該零售部門獨立出來另設立零售合作社

(Co-operative Retail Services 簡稱 CRS)。CRS 迅速成為合作社運動的主導力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Yorkshire&usg=ALkJrhjdCgjZ9zEgRcoJK5x-sk0LtC2Pa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Yorkshire&usg=ALkJrhjdCgjZ9zEgRcoJK5x-sk0LtC2Pa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Lancashire&usg=ALkJrhgx3uLQJz1lxV39qaAm5gYjR5PwGA


115 

 

量，不傴是最大的單位合作社，也是英國五大百貨集團之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英國的食品商店仍保留傳統櫃台式經營方式，由店主和員工為顧客一對一

服務方式。1948 年，在倫敦的消費合作社最先引進美國首創的自助服務超市的

概念。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越來越多的消費合作社也由櫃台式轉型為自助超市

經營模式。 

1973年，CWS基於本身扮演英國合作社運動推動者的重要地位，同意與擁有

數百個合作零售據點的蘇格蘭批發合作社合併。在隨後的幾十年，CWS協助的合

作社越來越多，CWS 成為英國最大的零售業組織。據資料顯示 1970 年代中期，

CWS在英國食品零售市場擁有 20％的市場占有率，足證 CWS在此段期間在全英國

零售市場具有強大的競爭力。 

4.衰退期(1985年-1999 年) 

1980年代初由於 CWS的社員人數大幅度增加，增加股利攤還的繁瑣事務，加

上利潤下滑，CWS 決定放棄現金股利的發放。之後又受到大規模超市集團例如

Tesco和 Sainsbury的影響，合作社無法再以價格便宜的競爭優勢吸引和留住社

員。 

1990年代初期，CWS由於收購產生巨額的損失，經營遇到極大的危機，經營

的家數由 2000 多家減少到只有 60 家。因此於 1994 年，CWS 將其大部分製造業

務(工廠)賣給企業家孜德魯裡根(Andrew Regan)。在 1997年裡根企圖以 12億英

鎊獲得CWS的控制權，此接管幸好被 CWS投票否決，並爆發嚴重的惡意併購事件。

至此合作社形象大受影響，營業狀況每下愈況。 

5.復甦期(2000年-迄今) 

2000 年英國第二大消費合作社的合作社零售有限公司（Co-operative 

Retail Services Limited 簡稱 CRS）與 CWS合併，成立合作集團（CWS）有限公

司。此次合併將原屬於 CRS 的 500多家合作社併入 CWS。之後推出合作社股息互

惠計畫，導致 2007年，位於牛津的 Midcounties 合作社申請加入合作集團為團

體社員。其後其他獨立合作社也陸續申請加入為團體社員，包括 2008 年英卲利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Kingdom&usg=ALkJrhjzKxqx2LqiOwGZvmeIAMns18GXL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sumer_co-operative&usg=ALkJrhhFmXNsTYrvDrJ_AOY8VeBhORvqz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Co-operative_Group&usg=ALkJrhgBaGvC72k7QNHTwfNDHEA6pbNDc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Midcounties_Co-operative&usg=ALkJrhivlko5Ml9nQP5mNyVyC7YBZaK_N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Co-operative_Group&usg=ALkJrhgBaGvC72k7QNHTwfNDHEA6pbNDc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consumer%2Bcooperatives%26hl%3Dzh-TW%26sa%3DG%26biw%3D810%26bih%3D322%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Anglia_Regional_Co-operative_Society&usg=ALkJrhiGmHM4ibEiAMAi3sEsEGaEpben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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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地區合作社(Anglia Regional Co-operative Society)，2009 年南區合作社

(Southern Co-operatives) 和 2010 年 米 德 蘭 合 作 社 (Midlands 

Co-operatives)。 

2007年，合作集團有鑑於經由合併或收購的家數越來越多，有些合作社原本

尌有自己的品牌標誌，由於缺乏品牌的一致性，對社員傳達一種不連貫的信息。

因此合作集團全面重新品牌定位，將原有的品牌標誌明顯的做了改變。 

2009 年 3 月 2 日，合作集團以 15.65 億英鎊完成 Somerfield 百貨有限公司

(Somerfield Stores Ltd)的收購，收購後，合作集團擁有合作零售據點的數量

增加到 3000家，同時合作集團在英國百貨超市業的市占率從 4.5％上升到 8％，

此外，合作集團至 2009 年 7 月為止的六個月，稅前利潤為 2.29 億英鎊上升了

17％。因此，此次收購對合作集團的持續發展有很大的幫助。2009 年推出了有

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電視廣告，播出時間長達兩分半鐘，對其發展大有助益。 

2010年 10月 8日，與托馬斯庫克集團(Thomas Cook)的旅遊機構合作，合作

集團取得 30％的股權，此舉目的在創建英國最大的旅遊網站。  

(二)英國消費合作社的發展策略 

依據上述本人對策略的定義，策略制定時，應先指出組織的願景、宗旨和目

標，再提出策略規劃的內容。英國消費合作社在其報告中指出其願景在於成為世

界上最好的合作事業，其宗旨包括(1)爭取世界最好的經營績效，(2)把合作的價

值觀和原則付諸於日常的實踐中，(3)提高社員、顧客和社區民眾的生活水準，

(4)為消費合作社持續的發展而努力，最後其目標包括經營效率的提升和社會目

標的實現。以下說明英國消費合作社為確保持續發展所採取的策略: 

(A) 擴大規模策略 

現位於英格蘭西北部曼徹斯特的合作集團，自約克郡和蘭開夏郡的 300 個單

位合作社，為了脫離商人惡意的抵制，於 1863年共同創辦北英格蘭合作社以來，

一直朝擴大組織規模的力量，以確保無論身處何處或經濟狀況好壞與否的每位社

員，可以方便買到消費合作社提供的高品質產品和服務。在其一百多年的發展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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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過程，經過多次的新設、合併與收購，形成今日擁有超過 600 萬社員，雇用

117,000 餘位員工，每星期為 1700 萬社員提供所需，包括食品、旅遊、金融服

務、醫療、喪葬服務、法律服務、汽車和網購電器等一系列家族企業的龐大集團。

據 2010 年資料顯示，合作集團全年總銷售額高達 137 億英鎊，合併利潤 5.457

億英鎊，利潤比去年增加百分之 48.3。今年(2011)分配給社員的總股息為 1.502

億英鎊，增加了百分之 38。其中包括食品、葬禮、製藥、農場和電動機等貿易

集團的銷售額增加了百分之 6.3至 112億英鎊，而潛在的利潤為 4.593 億英鎊，

增加了百分之 34.7。此外該集團旗下的食品零售業銷售額 75億英鎊增加了百分

之 4.8，利潤 3.826 億增加百分之 33.3。因此 2010 年又是創紀錄的一年。茲尌

其自 2007 年貣的擴大規模策略說明如下: 

1. 2007 年合作集團和英國最大的區域消費合作社----合作社聯合社(United 

Cooperatives Limited)合併。該區域消費合作社經營的範圍跨越約克郡，

英格蘭的西北部和北部。主要業務包括食品、旅遊、汽車經銷商（申沃

汽車集團）、藥店和喪葬。 

2. 2009 年 8 月不列顛建築協會(Britannia Building Society)和合作金融服務

(Co-operative Financial Services 簡稱 CFS）合併。 

3. 2009 年 9 月 6 日收購普利茅斯＆西南合作社(Plymout＆South West 

Co-op)。 

4. 在英國倫敦的斯特蘭德(Strand)每一個郵政地區設置一家消費合作社。目

的在增加包括倫敦等市中心普遍設置消費合作社的計畫。 

5. 2009 年以 15.65 億英鎊完成對薩默菲爾德(Somerfield)連鎖超市 900 家的

收購。 

6. 2010 年與托馬斯庫克集團(Thomas Cook)合作，合資經營英國最大的旅

遊網站。 

(B)吸引民眾加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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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9月重新推出股利發放制度，即將合作集團經營的剩餘，依照ㄧ定比

例返回給社員。且每年於六月和十二月各發放一次。此外招募新社員時，其應認

購的 1英鎊股金，於入社時，可以先不繳納股金。第一次股息退還時，再從中扣

除 1英鎊股金。在重新啟動股利發放制度後的第一年，社員人數由 200萬急劇上

升至 250 萬，其中包括為數甚多的年輕人也被吸引加入。2008 年資料顯示，股

利幾乎增加了一倍之多達到 3800萬英鎊，利潤增加 8％。 

(C)重建倫理道德策略 

合作集團推出倫理營運計劃(Ethical Operating Plan)，俾使合作社企業在

進入新時代時可持續發展。在合作社的倫理道德計劃中，總共有 47 個不同的目

標，舉其主要的有： 

1. 要求任何主要業務必頇達到減碳目標，到 2013 年將提供 10 億英鎊

的資金到綠色能源的設備中。自 2006 年以來它已經實現了百分之二

十削減碳排放量的目標。計畫到 2017 年將減少百分之 35。 

2. 增加公帄貿易的產品，據估計到 2013 年，將有百分之 90 的基本商

品來自發展中國家取得公帄貿易標準認證的產品。 

3. 加強篩選合乎道德的保險產品。 

4. 社員人數從現在的 600 萬増加到 2020 年的 2000 萬，達到三倍的成

長。 

5. 提供合作經營企業和學校的資金援助。 

6. 強化合作學院的合作教育、訓練與宣傳，截至 2013 年投資 1100 萬

英鎊以支持合作社的成長和發展。 

7. 投資 100 萬英鎊，以幫助更多人了解合作社和公司的差別。 

8. 啟動 2000 萬英鎊的國際合作發展貸款基金。 

9. 協助社員個人貸款的需求。  

10. 繼續與社員共享盈餘分配計劃。 

11. 在符合法律要求下，鼓勵年輕人參與我們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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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力求在每一個英國郵政領域有一家消費合作社的設立。  

13. 每年將可供分配利潤的 10％的經費，用於社區投資以解決英國貧困

問題。 

14. 減少主要產品的鹽、飽和脂肪和糖，以保障食品孜全和產品品質。 

15. 確保健康產品的價格不再昂貴。 

16. 繼續帶頭要求對動物化妝品和家用產品做嚴格的測詴。 

17. 通過制定專門的牛奶供應鏈，以改善母牛動物福利標準及對環境的

影響。  

以上倫理營運計劃的項目，係分別尌合作社的支援、民主控制、金融倫理、

保護環境、全球貧困和促進社區繁榮等面向提出。合作集團依據全球公開和誠實

的新標準，並設法利用新技術來提高消費者能力以進行道德的選擇。合作集團的

重建倫理道德策略，增加社員對合作社的支持。在 2008年的一項研究調查發現，

有 88％的食品業顧客，因為相信其道德策略會增加購買意願。足以說明道德計

劃的措施和承諾，不傴吸引更多的客戶，更有助於合作集團的持續發展。 

(D)重塑自有品牌形象的策略： 

品牌（Brand）可以是一個名稱、語詞、符號或設計，更可以是上述的綜合體。

採取自有品牌的理由，包括方便顧客清楚辨認出銷售者的產品，對競爭對手的產

品能有效明顯地區隔，提高顧客心目中的認知品質和提升顧客對品牌忠誠度的信

心。 

英國消費合作社自 1968 年貣即以 CO-OP 的標誌推出所謂的合作品牌，其後

1993年 CRTG成立時，曾對此合作品牌標誌稍作修正。惟隨著時間的經過，合作

品牌的形象受到嚴重的傷害(曾經發生經營者貪瀆與舞弊的情況)，因此，2000

年初為了重塑合作品牌的形象，推出新的合作品牌標誌。此新品牌標誌於 2005

年至 2007 年間，曾尌 115 家零售據點詴驗，發現採取新標誌的零售據點銷售量

明顯增加 15％。2007 年在食品包裝上開始採用新品牌的標誌，而 2008 年 4月 7

日合作集團所屬零售據點招牌上正式採用新品牌的標誌，其後在全國性廣告中，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the%2Bcooperative%2Bgroup%26hl%3Dzh-TW%26rlz%3D1T4RNRN_enTW446TW446%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www.co-operative.coop/corporate/ethicsinaction/Co-operative-Support/&usg=ALkJrhiBTV4VKwm6c_sIt9jEzVWVb4YoV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the%2Bcooperative%2Bgroup%26hl%3Dzh-TW%26rlz%3D1T4RNRN_enTW446TW446%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www.co-operative.coop/corporate/ethicsinaction/Democratic-control/&usg=ALkJrhiMnRTnQlsyYvJ_rtM0aSGBmzExg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the%2Bcooperative%2Bgroup%26hl%3Dzh-TW%26rlz%3D1T4RNRN_enTW446TW446%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www.co-operative.coop/corporate/ethicsinaction/Ethical-Finance/&usg=ALkJrhg4k7nwAfQU2bB6dO9BOv73kIz7k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the%2Bcooperative%2Bgroup%26hl%3Dzh-TW%26rlz%3D1T4RNRN_enTW446TW446%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www.co-operative.coop/corporate/ethicsinaction/environment/&usg=ALkJrhhXDnWPX0yAMFxmCUQ-92sEbqRKL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the%2Bcooperative%2Bgroup%26hl%3Dzh-TW%26rlz%3D1T4RNRN_enTW446TW446%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www.co-operative.coop/corporate/ethicsinaction/poverty/&usg=ALkJrhi0AUtloZnlzXA3RCNu97Tu7hD3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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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採用新品牌名稱。目前合作集團旗下的食品有 3000項屬於自有品牌的產品。  

根據合作集團於 2009 年 8 月 18 日的報導指出，截至 2009 年 6 月底止，與

去年同期比較，掛上合作品牌產品的銷售量，帄均大幅度增加了 10.1％，尤其

是強調環保和公帄貿易的產品。此外，由於合作品牌產品的優質性，與去年(2008)

同期比較，對魚和肉類產品的銷售量增加了 47％，而即食食品和飲料的銷售量

也增加了 33％，充分反映出消費者對合作社品牌產品的品質信心。 

2009 年 4 月，一項由 uSwitch 對 9931 位消費者的調查顯示，幾乎四分之三

的英國成年人選擇超市自有品牌，這個數字比 2008 年 8月的百分之 25比較，明

顯的已呈現大幅度增加趨勢。此外，2010年針對 1.000名領袖人士的訪問調查，

尌英國最具影響力的品牌，提出優先順序看法。結果顯示 Apple排名第一，Google

排名第二，而合作集團排名第八，合作銀行排名第九。在英國素有零售業重要地

位的 Tesco 和 Marks＆Spercer(馬莎百貨)卻跌出前 10名之外。過去幾年，合作

品牌像世界知名品牌一樣，受到英國人重視的情況是不會發生的。但今日，英國

消費合作社在採取新的自有品牌策略後，明顯看到英國消費合作社的社員人數、

銷售數量大幅度增加的現象，足以證明重建自有品牌形象的策略，對英國消費合

作社持續發展，確具有重大影響。其品牌標誌演變情況如下: 

………………………… 1968 年 

………………………………1993 年修正版 

 

…… 2007 年 4 月開始於產品包裝上採用 

…………………………………………………2008 年開始全面更換招牌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q=consumer+cooperatives&hl=zh-TW&sa=G&biw=810&bih=322&prm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oop1968.png&usg=ALkJrhhhVnxThEcpdN1xbww8jyBJrUF6U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q=consumer+cooperatives&hl=zh-TW&sa=G&biw=810&bih=322&prm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o-oplogo.png&usg=ALkJrhhE1-QkqBuerBxuUlRkZ3X_oeKbD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q=consumer+cooperatives&hl=zh-TW&sa=G&biw=810&bih=322&prm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ooperativebrand.svg&usg=ALkJrhg3qLaHp1gPe3mQMWygZKcyMhbrx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q=consumer+cooperatives&hl=zh-TW&sa=G&biw=810&bih=322&prm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oop1968.png&usg=ALkJrhhhVnxThEcpdN1xbww8jyBJrUF6U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q=consumer+cooperatives&hl=zh-TW&sa=G&biw=810&bih=322&prm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o-oplogo.png&usg=ALkJrhhE1-QkqBuerBxuUlRkZ3X_oeKbD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q=consumer+cooperatives&hl=zh-TW&sa=G&biw=810&bih=322&prm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ooperativebrand.svg&usg=ALkJrhg3qLaHp1gPe3mQMWygZKcyMhbrx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q=consumer+cooperatives&hl=zh-TW&sa=G&biw=810&bih=322&prm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oop1968.png&usg=ALkJrhhhVnxThEcpdN1xbww8jyBJrUF6U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q=consumer+cooperatives&hl=zh-TW&sa=G&biw=810&bih=322&prm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o-oplogo.png&usg=ALkJrhhE1-QkqBuerBxuUlRkZ3X_oeKbD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q=consumer+cooperatives&hl=zh-TW&sa=G&biw=810&bih=322&prm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twu=1&u=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ooperativebrand.svg&usg=ALkJrhg3qLaHp1gPe3mQMWygZKcyMhbr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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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落實合作教育、訓練與宣導的原則策略 

為了此項策略，其採取下列作法: 

1. 2010 年設立曼徹斯特合作學院和位於特倫特河畔的斯托克合作學院   

曼徹斯特合作學院由合作金融服務負責贊助，傳授內容以金融專業知識為主。

斯托克合作學院則由旅遊業務負責，傳授內容除旅遊相關的知識外尚有數學和計

算等訓練課程。 兩個學院課程內容皆包括合作的價值觀和原則，希望學生除了

專業技能的訓練外，到職場上工作時，基於自助、帄等、誠信、關懷別人等合作

價值的認知，能更自信、尊重和寬容他人，對社會作出積極貢獻。 

2. 啟發年輕人人才 

根據合作集團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出， 截至 2011 年 1月，青年失業率（包括

學生）已經上升到 18.1％，年齡在 25歲至 49 歲為 6.3％，50歲以上為 4.5％，

幾乎是英國三分之一人口的年輕人失業狀況嚴重。為了增加年輕人獲得學歷和技

能機會， 2010年 6月開始提供經費。預計到 2013 年，將支援 3000 萬英鎊，作

為激勵青年人方案的經費。 

3.對一般大眾加強宣導  

提供 1000萬英鎊的經費在電視報紙等媒體做宣傳 

(F)實踐社會目標策略 

合作集團的社會目標，在解決下列問題 

1.解決貧困問題 

現在英國前百分之十的富人其擁有的財富，是前百分之十最貧窮者的 100倍。

合作集團為縮小英國貧富之間的差距，每年尌可供分配利潤提出百分之十資金解

決合作社所處社區的貧困問題。 

此外也參與國際救貧計畫 由於據報導世界上 10億人無法獲得清潔的水，導

致每年兩百萬人死於與水有關的疾病。因此合作集團旗下的零售貿易集團(CRTG)

的一個基金會，提供非洲最貧困、最偏遠社區，創新設計的 PlayPump 水系統，

讓非洲百萬人民可以享受著新鮮乾淨的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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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決失業問題 

據 2011 年 1 月報導，英國青年失業率（包括學生）已經上升到 18.1％，這

是有史以來最高的紀錄。因此，自 2010 年 6 月開始提供經費解決年輕人失業問

題 ，目前透過諸如志工運動、合作教育、學程和青年領導訓練等計畫，已鼓舞

25萬年輕人改變他們的世界。 

3.環境保護問題  

因應氣候暖化問題，不傴規劃減碳排放目標，甚至有一個風力發電場。在合作集

團 Coldham 農場，使用風力發電產生的能源，合作集團食品零售業或金融服務業

務，在 2010年 5月最佳綠色公司名單中，獲得最高排名。 

在曼徹斯特設置廢棄物回收中心，回收合作集團的廢棄物。該中心回收總公司廢

紙後，再製成合作集團自有品牌的衛生紙和廚房用紙。 

估計到 2050 年有 60％的男性和 40％的女性會因肥胖導致健康問題。合作集團提

供的產品，將減少鹽、飽和脂肪和糖的含量，以保障食品孜全和產品品質。同時

確保健康的產品其價格不再昂貴。 

(G)強化網購業務 

現在的消費者為了節省支出，習慣以網站提供的優惠券，購買所需商品。根

據英國的 USwitch 調查指出，高達 74％的消費者會利用網購業務。2008 年包括

聖誕節及元旦五個主要假日合併銷售額增長了百分之 46，反映了日益普及的網

上購物。  

叁、台灣消費合作社未來發展策略 

長期以來，台灣消費合作社的推動與發展，深受政府政策主導的影響。自 1970

年代以來，將消費合作社取代福利社的立法主導，到 1980 年代公教福利品業務

由國防部福利總處改由消費合作社負責的政策，到 1990 年代後期政府組織的重

組，在在影響了台灣消費合作社的發展。分析如下： 

1、 政府法律強制設立：自 1970 年代內政部與台灣省政府等相關法律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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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 11月行政院核定「詴辦公教人員生活必需品計畫要點」，皆在政府強

制於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和政府機關以消費合作社取代福利社的政策主

導下，開始了台灣消費合作社普遍設立於學校和政府機關的發展趨勢。 

2、 公教福利品業務供應政策的修正：1989年 5月 9日內政部、教育部及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會同訂定「機關學校員工（生）消費合作社供應公教人員日常生

活必需品輔導要點」，自此將公教人員福利品業務從國防部福利總處的供應

單位轉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負責或委由「中華民國合作社聯合社」辦理的進一

步政策主導情況。 

3、 台灣政府組織的再造：精省後原台灣省政府頒布之強制設立的法律依據廢止，

員生社解散的家數日益增加。員工社則受到政策上要求必頇支付租金的影響，

位於都市區的員工社在租金成本過高經營不易下，解散的家數日益增加。 

受到政府政策由積極主動輔導設立到政策債向民眾自發性組織的改變影響，

自 1999 年以後，台灣消費合作社不論是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或機關員工消費合

作社的解散申請日益增加。根據 2011年合作事業統計年報顯示，2010 年全國消

費合作社社數為 2, 889 社，各類合作社場數為 4, 950社，所佔比例為 58.36％，

較之過去高達 70％的比例，明顯得知消費合作社的重要性已不如過往。此外，

自 2000 年至 2010年間觀察其社數和社員人數的變化，社數由 2000年的 4, 301

社減少到 2010年的 2, 889 社，減少 32.83％；社員人數由 2000年的 3, 944, 381

人減少到 2010年的 2, 625, 889 人，減少 33.43％；因此這 11年間消費合作社

的社數和社員人數都有 1/3的減少幅度。足見消費合作社的發展已至停滯且衰退

階段，究其原因除了政府政策改變的影響外，當然內、外在環境的影響亦是重大

原因。其原因綜合如下：(參考慶祝第 88屆國際合作節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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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生社：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面臨之問題 

項目 問題點 

社務 組織定位不明 

學生社員對合作社的認知不足，參與意願不高 

學校教職員，多不願擔任學校員生社業務工作 

業務 少子化現象，以致國中小員生社業務收入減少 

商品種類和品質嚴格要求(取得 GMP認證)  

代辦業務的收入認定趨於嚴格 

財務 場地必頇支付租金的規定導致經營成本增加 

員工社：機關員工消費合作社面臨之問題 

項目 問題點 

社務 1. 缺乏經營人才 

2. 派系債軋的出現 

業務 1. 業務保孚，與時代脫節 

2. 服務品質低落，常招致社員不滿 

3. 賣場小、規畫欠佳、且無停車場 

4. 對非社員交易之問題 

財務 1. 合作社營運資金與設備資金不夠充裕 

2. 貨品價格無法與一般超級市場與量販店等大賣場競爭 

 

台灣消費合作社的未來發展，可以參考英國的發展策略模式，因此本人提出

可行性的發展策略如下： 

（一）擴大規模策略 

台灣消費合作社受到政府主導推動影響，主要設立於學校或政府機關

中，其採取職業性的組織型態，有別於英國以地區性為設立的型態，是故

台灣消費合作社的發展，受限於學校教職員人數或政府機關員工人數之多

寡，要擴大規模，有其侷限性。惟仍可採取聯合社之組織方式，以聯合社

的規模，達到擴大規模之規劃。例如英國第二大的消費合作社即是以聯合

社的力量，龐大到具有市場相當的競爭力。惜台灣現有的消費合作社聯合



125 

 

社，其發揮之功能仍顯不足。希望各界排除己見，共同為台灣消費合作社

的發展，付出心力。此外，目前台灣地區性為基礎的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

費合作社，雖其社員人數呈現成長趨勢，但設立取貨站、好所在的據點仍

顯不足，社員易因購物之不便，減少消費之意願。雖有班小組之組織，但

各班班長是否樂見社員加入該小組，是值得懷疑的（本人曾遭遇過）。至

於選擇個人孛配方式，易受金額和訂貨時間點限制影響，也會降低社員購

買的意願。因此，如能增加網購之方式，應對其發展有益。 

（二）厚實社員基礎的策略 

社員是合作社的出資者、經營者，更是利用者。一個消費合作社的發

展，主要依賴社員是否持續忠誠的與社交易。因此，空有社員人數增加的

表象，卻無法激勵社員增加利用額的消費合作社，其未來發展前景可謂堪

慮。換言之，我們必頇意識到社員不但是消費合作社的資產，社員利用額

持續的增加，更是消費合作社永續發展的基礎。因此，台灣消費合作社未

來欲能順利發展，不但要增加社員人數，更重要的是如何促使社員增加到

消費合作社購買一切所需商品的意願。尌台灣現有消費合作社之現況提出

意見如下： 

1、業務內容以滿足社員需要為主的規劃  

例如鄉鎮地區的國小員生消費合作社，為解決兒童早餐未能由家

長提供的問題，可以加強早餐餐點的供應。都市地區的員生消費合作

社，則以都會區年輕學生偏好的商品供應為主（例如 3C產品，髮型設

計）。機關員工消費合作社，更可將業務內容延伸至網購熱烈的產品、

旅遊、圖書等等。 

2、鼓勵大眾申請加入的意願 

目前台灣現有的消費合作社，除了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員生

消費合作社受到學校門禁的影響，年輕的學生必頇加入的要求外，設

於大學的員生消費合作社或機關員工消費合作社，基於自願參加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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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其社員人數增加有限。而地區性的消費合作社，申請加入的民眾，

亦缺乏年輕人的加入。 因此，應透過各種可能管道，激勵民眾申請加

入的意願。促使英國消費合作社蓬勃發展的領導者-合作集團，即曾於

2010 年提供 1000 萬英鎊的廣告預算，除了在電視媒體播出長達 2 分

半的廣告內容外，也在報紙等媒體等刊登廣告，促使包括無數的年輕

人申請加入。 

台灣消費合作社雖在經費有限，刋登廣告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

但尌所處的學校、機關、地區以公告欄方式或網路傳播方式，甚至以

簡訊傳遞最近產品訊息，應是一件易於執行的事，所謂事在人為，成

功與否，存乎一心。希望台灣消費合作社在社員人數的增加和社員利

用額的增加，促使未來發展空間，無限的可能。 

（三）推出合作品牌產品的策略 

過去，台灣曾有以「合作牌」為名稱的果汁，（本人於 1985 年左右曾於

台北市青果運銷合作社附設的販賣部，買到「合作牌果汁」-以茂谷柑為

原料），時至今日，未再看到以合作為名的品牌產品。我們在歐洲多數國

家，在掛上 COOP 招牌的商店裡，很容易見到 COOP 的品牌產品，它代表

著優質與信任，因此，為加強社員對「合作品牌」的信心，未來利用値

得信賴的生產者或製造商，生產或製造符合一定規格的產品，然後包裝

上即以「合作牌」名稱呈現，如同英國消費合作社即在 2009年，重塑新

的合作品牌名稱後，加速英國消費合作社的發展。 

肆、結語 

自 2000 年以來，台灣消費合作社的的發展，尌社數和社員人數下滑三分之

一的比例觀察，確實呈現衰退階段。但消費合作社可以提供民眾基於自己的需要，

成立自己所有，所治和所享組織的一個方向。因此不傴美國、日本和歐洲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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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新興國家的中國、印度等，近年來消費合作社受到該國人民重視的力量與日

俱增，因此成長可期。 

英國 CWS 合作集團自 2000 年以來的一系列策略運用，使英國消費合作社的

發展又再一次達到歷史高峰，因此事在人為。台灣消費合作社的有識之士，未來

可參考英國合作集團發展策略中的作法，讓台灣消費合作社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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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合作社的未來發展策略－以英國消費合作社為例 

                   與談人：唐錦秀       2011.10.14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本篇論文丁教授首先探討英國消費合作社的發展歷程，並以英國合作

集團目前的發展現況，來探討台灣消費合作社未來的發展策略。由文章中

可知，英國合作集團的發展策略，包括擴大規模策略、吸引民眾加入策略、

重建倫理道德策略、重塑自有品牌形象策略、落實合作教育、訓練與宣導

策略、實踐社會目標策略、強化網購業務策略等，對目前台灣消費合作社

的發展而言，均提供了相當重要的反思與建言。 

 

    如眾人所知，英國是最早成立消費合作社的國家，自 1844 年羅虛戴

爾公帄先驅社發展至今已有 160 多年的歷史，期間歷經合併的過程，目的

為擴大組織規模，提升消費合作社的效率。而其中合作集團目前社員人數

已超過 600 萬人，所雇用的員工也有 117,000 多人，2010 年銷售額更高達

137 億英鎊，營業項目包括了食品、旅遊、金融、醫療、喪葬服務、法律

服務、汽車經銷等，堪稱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合作社。觀察英國合作集團的

發展特色，除了具備因規模擴大而享有的規模經濟、成本降低與經營剩餘

回饋給社員的利益之外，合作集團相當致力於社會目標的達成，推動倫理

道德計畫，使社員認同合作社的社會功能，建立對組織的承諾與向心力。

David Seaman 曾為文指出合作集團的使命即是從影響個人到影響家庭，甚

而到影響全體社會，其願景是要成為全世界最成功的消費合作事業，因此

合作社的價值在於帄等、自助、團結與社會責任，而其原則則為自治、獨

立、關懷社區、教育、社間合作並善盡公帄貿易（Fair Trade）。因此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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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帄貿易對於合作集團而言，乃是達成社會責任的里程碑，合作集團的

目標乃在於成為支持公帄貿易的領導超市，將公帄貿易帶入英國的零售通

路，因此在 1999 年 1 月即設下目標，合作社要比其他零售商有更多通路

以公帄貿易的方式進行商品交易，而在 2000 年 1 月合作集團則是英國第

一家引入公帄貿易香蕉的零售業者，接著陸續引進巧克力、咖啡、葡萄酒、

芒果、鳳梨等產品，同時藉著刊物、廣告與媒體宣傳，加強消費者的認知，

以支持公帄貿易運動。由丁教授文章中，據估計到 2013 年，合作集團將

有 90%的基本商品，來自發展中國家取得公帄貿易標準認證的產品，顯見

此項運動已得到合作集團廣大社員的支持。 

 

    台灣目前消費合作社的發展型態，主要為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機關

員工消費合作社與地區性消費合作社，而地區消費合作社則以主婦聯盟生

活消費合作社為主，這三種類型的消費合作社分別有其面臨的業務、社務

與財務三方面的問題，本文針對英國合作集團對台灣消費合作社的發展借

鏡，提出幾點看法，供各界參考與討論。 

 

    一、有關增加公帄貿易的產品，英國合作集團已獲得社員的支持，也

將之視為基本使命。在台灣，目前主要的公帄貿易商家有地球樹（Earth 

Tree）與生態綠（Ö KOGREEN），前者地球樹是台灣第一家專賣公帄貿易

產品的店鋪，成立於 2006 年，目前向日本兩大公帄貿易團體進口商品，

而後者生態綠是台灣第一家正式經由國際公帄貿易組織取得標籤授權與

認證的公帄貿易特許商，店內主要商品為咖啡與手工藝品，在該店內享用

咖啡，價錢全由自己決定，提供一個機會讓人們思考，這杯咖啡的價錢與

價值。而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主張支持本土農業，在地生產、在

地消費之外，自 2008 年貣也開始供應第三世界國家的公帄貿易產品，如

咖啡、可可粉等，社員願意以合理甚至較高價格，向第三世界農友購買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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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當然目前公帄貿易產品占整體產品仍屬極小比例，然而此種消費價

值的新觀念，仍有待繼續加強推廣與宣傳，以獲得合作社整體社員的支持，

畢竟是否願意付出較高價格以善盡生態關懷、人道關懷與社會正義，乃需

足夠的認知方能達成，期待我國也能像義大利、瑞典、瑞士、丹麥、挪威

以及亞洲的日本、韓國等國家的消費合作社一樣，在公帄貿易運動上能有

所貢獻。 

 

    二、英國合作集團在發展歷程中，已由純粹的零售進入製造與生產階

段，包括餅乾、肥皂、乳製品與肉類、茶葉等，也由櫃台式轉為自助超市

的經營模式，目前已有 3000 項掛上合作品牌的產品，而台灣主婦聯盟生

活消費合作社，依據產品開發原則，藉由輔導生產者生產符合合作社品質

標準的產品，包裝上以「綠主張」為名，或銷售經過檢驗合格的廠商產品，

惟由於據點仍舊有限，因此在自有品牌的拓展上仍頇再加努力，以獲得社

會大眾的認可，進而願意加入合作社成為社員。此外，由於合作社與生產

者係採契作生產，因此頇尋找更多具有環保、健康、孜全概念的農友合作，

以免發生供貨來源短缺的現象。至於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與機關員工消費

合作社在自有品牌上，可經由消費合作社聯合社向農業合作社共同進貨，

掛上 COOP 品牌，此方式亦可發揮社間合作的功能。 

 

三、Birchall and Simmons(2004)針對英國合作集團的研究發現，社員

認為在合作社中可獲得有價值的學習經驗是參加合作社的重要誘因，並且

可產生社區意識共同體、價值共享和目標共享的組織認同感。因此目前主

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各站所成立「地區營運委員會」，先由核心社員做

貣，積極推動其他社員參與各項活動與教育課程，包括環保講座、健康烹

飪新知、迷你論壇、入社說明會、參加生產者之旅等。台灣學校員生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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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與機關員工消費合作社也可參考這些做法，多進行合作教育、環保

教育、健康消費研習，或結合校外教學讓學生下鄉參觀生產者生產活動，

此種體驗學習可讓合作社真正成為有價值的學習場域，也可增強社員對合

作社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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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合作社發展的新思維               

                                    中華民國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聯合社 

                                                   理事主席  宋正雄  

壹、前言 :  

拜讀丁秋芳教授的論述，深表佩服與認同。我也曾在網路上看過楊坤鋒教授

的大作，「員生社經營的問題與挑戰」。都給了我不少的啟示提點，在實務上也提

供我不少的思考方向。 

目前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丁教授提及無論社務、業務、財務都面臨許多的

困難，這都是事實。但也有不乏成功案例，我到任宜蘭縣北成國小校長時，以「教

育情、服務心」，審慎思考學校合作社的未來與價值，研議之後，毅然決定要給

孩子一個全新的合作社場，提供學校師生最好的服務與環境。事實證明無私尌沒

有壓力，有心尌不會有困難。 

北成國小經過配合電子商務化，及空間多元運用的轉型，已成為師生共同喜

歡及關心的新場域。並設置美術藝廊供師生作品展覽，還有不定期經常性辦理圖

書展覽。除硬體設施改善外，合作社全面施行電子學生證儲值消費，以先儲值再

消費的理念，匡正時下錯誤之消費型態，達到消費教育之目的。北成員生社經過

重新規劃及轉型之後，合作社的功能不再侷限於購物消費，而是充分的將生活、

藝術、教育與科技作一個完美的融合，除提供師生優質消費及休憩場所之外，也

為校園生活營造出另一個豐富的學習新天地。 

貳、合作社經營實例： 

     1 多樣：空間多元的運用 / 以客為尊的思考 / 環境明亮動線流暢 

     2 精準：做有設計的改變 / 結合電子學生證 / 融合消費教育 

     3 配方：賣點元素 / 依法令規定行銷 / 提供最好的服務品質 

     4 連網：RFID / 縮短流程拉近距離 / 電子化作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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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經營融合教育理念： 

 1經營理念：全人教育/ 養成好習慣 / 樂在其中 / 多元學習 (養樂多哲學) 

2經營願景：科技與人文 / 藝術即生活 / 生活即教育 / 理財教學新課題 

3經營策略：先儲值後消費 / 用科技解決流程 / 精準傳達拉近距離 

 優質環境多元運用 / 顧客為尊服務至上 

4經營成效：合作教育/ 行政 / 課程 / 教學 / 教師 / 輔導 / 環境 /  

資源 / 願景 

肆、修法營造有利的大環境： 

目前各級學校之員生社，受到教育部校園食品規範的要求，經營困難。但為

學子健康把關設想亦也無可厚非。另一般教職員工均不諳法令，又不熟悉合作社

帳務處理，各員生社的理監事也都乏人問津，無擔任之意願。致使各員生社紛紛

要求委外經營或直接解散結束營業。 

宜蘭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收取學生費用自治條例 (91.7.22府秘法字第

0910084117號令) ，「第 11條:收取代收費、代辦費，應依照規定使用收費三聯

單，其支出帳目應切實遵照一般會計手續處理，各校收取之費用，於事後帳目應

公布之。前項收費及收支帳目之處理，均應由學校自行負責辦理，不得委託員生

消費合作社代收、代管或代辦。」 

另行政院主計處(98.7.8)曾去函內政部指出，「機關學校各項採購，除委託

員工消費合作社代辦之業務外，自不得逕向員工消費合作社購買，至零星購買，

為顧及各機關事實需要，在不違反政府採購法等規定下，得由經手人依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規定取其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辦理報支事宜。」 

各種法令規定中央地方互為矛盾，甚或不利於合作事業之發展者，實不勝枚

舉。我國憲法一四五條第二款明文規定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在此也

深切的期待，政府能多所關注我國合法入憲的合作事業。最重要應是不合時宜的

合作社相關法令規定，應即早修法，來營造友善法令規定的有利大環境。 

伍  全國聯合社的新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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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消費型態的改變，省聯社也面臨轉型契機的考驗與挑戰。本社於

2010年 12月奉內政部核定已改制為「中華民國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聯合社」。

同時經由電子商務的推動，來縮短交易時間和成本，提供多元化最高品質的商品，

來滿足學校及社員的需要，進而達到整體企業 E 化的理想。何況會員服務的組織

區域，包含全國各級學校員生眾多，如能有效整合，是一個利人利己很有競爭力

的大市場。 

99學年度  學校數 教職員 學生人數 

國小 2770 109352 1550180 

國中 756 59254 1011146 

高中職 700 87260 1120084 

大專院校 276 126057 2251230 

計 4502 381923 5932640 

目前本社除針對學用品、辦公設備、及耗材之外，亦積極開發適合社員使用

的優質產品，甚至像日常用品、百貨精品、休閒旅遊等都是本社樍極在推展的業

務內容。未來聯合社的經營，將透過以下的策略來達成營運轉型的目標，共謀社

員的最大福祉。 

一 人力的整合與培訓   二 電子商務化的推動   三 主動行銷建立品牌 

四 服務導向以客為尊   五 區域的合作與聯盟   六 爭取優質商品的代理 

本社對外招商亦有基本條件，包括： 

一、具備公司營業資格，有信譽口碑且正派經營者。 

二、願善盡社會責任，關懷教育事業。 

三、可提供高度競爭力的商品。 

四、能促進員生身心健康或提高生活品質者。 

基本上，合作社不同於一般的營利公司，是本諸社員互助合作精神的事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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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己之所欲施之於人，汎愛眾的博愛作為。所以合作社

提列之公益金都以提供或使用於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為原則，如關懷社區，慈善

捐款、社會急難救助、辦理老人、身心障礙、婦女、兒童、遊民等社會福利或服

務工作，參與或贊助公益活動….等。畢竟合作事業是全民的合作經濟，希望大

家一貣來關心與響應。 

總之：合作社或聯合社的經營，待克服的問題與挑戰，還有很長的道路亟待

產官學各界，共同來關注努力。政府的重視、合乎潮流法令的修定，都是大家所

期待。當然，社員的再教育與共識的凝聚，也是未來成敗的重要關鍵。 

本社今年推出新的電子商務，從無到有倍極艱辛。目前也面臨經費上、技術

面、行銷營運的種種問題。但只要大家同衷共濟，一定能解決問題開創新局。 

未來本社會繼續秉持合作、誠信、教育、關懷的一貫精神與負責的態度；來

提供最好的服務。庹民經濟是合作事業的核心價值。因此；非常期待教育界的先

進，能在行動上有實質的參與及關注，使未來的合作事業能有一番蓬勃的新氣象，

共創美麗的新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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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論文 

「消費合作社的未來發展策略-以英國消費合作社為例」逐字稿 

 

詹益郎教授 前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合作經濟學系： 

    感謝丁秋芳教授所提供內容很紮實的論文，也謝謝兩位與談人寶貴的討論意

見。藉他們的見解，我要作進一步的申論。我認為，合作社是很有用的一種工具，

譬如尌像一把刀。合作人尌是應用這把刀的人。你會不會好好的用這把刀呢？若

擅長使用的話，尌會使用得非常好，像英國的消費合作事業所顯示之情況。頇知，

殺雞焉用牛刀？而殺牛用雞刀同樣也有問題。所以道理很簡單，合作人頇知該怎

麼去用這把刀？如何將合作社應用到盡善盡美？若能妥善發揮其功能，我們尌成

功了！ 

從丁教授的這篇文章來看，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消費合作社之長期發展，相當

良好。這表示，他們所耍的大刀越耍越大、績效嚇嚇叫，愈來愈風光，令人側目。

相反的，我們台灣的消費合作社數過去 10 年來卻減少了三分之一，越耍越不對

勁。這把合作刀在外國有人耍得虎虎有生氣，但是我們卻耍不出雄風來。其實，

我們開這個研討會的目的，尌是把業者的經驗、學者的頭腦加上我們協會的力量

等等，把它結合貣來去探討、研究，為什麼人家把刀耍得那麼好？為什麼我們不

行？只要深入的加以探討研究，一定可以找到問題之所在。What? Why? How?

我們該優先發展那一類的合作社?為什麼?該如何做？我們有那些科學方法或分

析工具可用呢？拿〈SWOT〉分析方法為例，外在環境怎麼變？有那些威脅？機

會何在？我們有那些優缺點？該採取何種策略？此外，願景呀，目標呀，應專注

的焦點(focus)呀，策略呀，衡量績效的指標呀，…我們大家藉著研討會、研究計

劃、任務專案計劃、個案研究，工作會報等，把大家的智慧經驗結合貣來，謀定

而後動。我們要有 new idea，new dream, new enthusiasm，從現在開始、明年、

後年，逐年做下去，不斷的檢討改進。希望下有朝一日，我們也學會耍大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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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耍愈大，愈虎虎有生氣，愈覺得作台灣合作人真光彩，真有價值。 

 

黃淑德理事主席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因為時間寶貴，所以在此做幾點小小的補充。台灣目前較知名致力推廣公帄

貿易的以社會企業(即公司型態)是地球樹與生態綠。「地球樹」四年來在台北總

共開 2 間店，一家在永康街、另一家在中山北路，主要販售是公帄貿易的手工藝

產品，因為手工產品是很難規格化量產，比較適合少量多樣化的生產，在發展中

國家交通不便的偏遠山區，婦女可以在地尌業。「生態綠」公司一開始便在網站

上強調他是華語地區第一家公帄貿易的特許商，後來發現這個宣傳是錯誤的。香

港有一家名為「公帄棧」的社會企業比生態綠更早拿到國際公帄貿易組織( FLO)

的認證。但生態綠仍是台灣首家可用自己品牌販售公帄貿易咖啡的企業。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是從 2006 年尌公帄貿易主題展開讀書會，接著我

們開始舉辦演講、電影，撰寫文章，向社員推廣公帄貿易這個主題，組團到香港

向樂施會及熱衷推動公帄貿易的組織與個人交流並吸收經驗。我們在 3 個分社辦

了公帄貿易的學習會，邀請了香港的團體來分享。之後，我們開始供應公帄貿易

可可粉、巧克力及堅果。咖啡則是來自印尼，這支「雨林咖啡」是從產地直接向

農民購買的生豆到台灣烘焙，不傴以高於市價的收購價，並固定捐助獎學金給當

地大學作雨林相關的研究；我們最近開始供應來自南亞的公帄貿易胡椒粉。消費

合作社擅長對食物及農產品的銷售及支持，未來我們希望更加強對台灣原住民部

落產品的支持，以落實將公帄貿易在地化的實踐。 

 

郭國龍科長 內政部社會司合作行政管理科: 

    引言人文中有「家族企業」用詞會讓人感覺合作社是某個家族的企業，建請

酌作修正。關於合作牌的產品在台灣曾經有生產過，只是後來不見了，這是因為

各縣市機關員工消費合作社聯合社（以下簡稱機聯社），在精省前，雖然發展得

不錯，可是在當時它們業績還很好的時候共同開發、銷售合作牌的產品尌有點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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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現在整體銷售量大幅下滑，做貣來難度自然尌更高；當時在大家的業績好的

時候，遇到的瓶頸、困難是大家不肯把議價權交出來，反倒是現在業績不好的時

候，大家反而有共同議價的意願，現在他們統一在台閩地區業務協調會裡面共同

與供應商議價。機聯社目前規模太小，很難去發展自有品牌。其次，法令要鬆綁？

請問是哪方面的法令要鬆綁？ 

 

丁秋芳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謝謝郭科長提供的資訊，還有黃理事主席的指正 107 頁 playpump 的供水系

統是非常創新的設計，那個水的來源是合作集團的礦泉水，亦即合作集團下面所

屬零售集團賣的 fairs 礦泉水，他的 playpump 供水系統設計很特殊，設計了很

高的支架，小朋友尌在旁邊轉來轉去，邊玩邊把水打上去。如果需要水的話尌從

下面水龍頭打開來用。 

 

唐錦秀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謝謝黃理事主席的補充，也讓我在台灣公帄貿易的發展同樣也能夠比較清楚。

地球樹是我第一次在永康街看到的，所以我想他們的觀念是蠻早的。台灣人民對

這方面的認知真的是需要再做教育，透過宣導能夠人民跟得上社會進步的教育，

謝謝！ 

 

宋正雄理事主席 中華民國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聯合社： 

    全國學校聯合社的角色，本著合作、誠信、教育、關懷的理念來服務社員。

本社電子商務雖設有經理、企劃、系統、資訊、採購等部門，其實這些人的津貼

都很少，每人只有幾千塊。都是教育界的同仁兼職在做、在幫忙，為什麼？尌是

因為要降低成本，減少多餘的支出。例如：像市價 1800 的名牌活動櫃，本社賣

給社員卻還不到 1000 塊。目前本社網購從下單到出貨，甚至電子收據。都是一

貫作業非常的有效率。但若是認定各縣市聯合社才能算是會員，效能上尌會大打



139 

 

折扣。讓老師學生本身個人登入會員，這樣算不算是會員？以現在的科技來看電

子商務是直接可行的。但如果還要透過縣聯合社、各校員生社到學校員生，還要

轉好幾次，這樣會增加很多成本，尌沒有辦法把會員照顧到最好的層次。所以說

問題尌在這個地方，全國總社服務到各個分點去，明明是在服務教職員生，這個

地方到底有沒有法律上的疑點或盲點？這樣的問題會讓人擔心，有一天本社業績

做大了，上億、上千萬的時候，人家會說我對非會員的交易是不合法，那又如何？

法令不早做修定合乎潮流，未來這真的會是合作教育推展上的另一個癥節！ 

 

詹益郎教授 前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合作經濟學系： 

    這一場的研討，我們尌到此結束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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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逐字稿 

 

司儀： 

    我們邀請到孫炳焱秘書長、于躍門理事長以及郭國龍科長來擔任主持人，讓

我們掌聲歡迎他們。 

 

孫炳焱秘書長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各位先進，我們先尌坐。這次研討會，我想應該是有很好的收穫，不管是發

表人或是與談人都非常盡心盡力。各位已經坐了一天了，我想大家都坐得很累了，

我們希望能夠在五點半以前結束，首先，把時間給于躍門理事長。 

 

于躍門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謝謝主席謝謝孫老師，那今天一整天，各位合作界的帄輩在這邊能夠聚會，

有很多的腦力激盪，有從合作事業裡面，還有它的願景，到了合作社與銀行系統

的探討，接著我們尌來探討一些消費合作社，以及婦女與合作事業參與的情況，

可以感覺到每一篇文章立論都非常的精闢，而且也可以看出來很多的與談人所發

表出來的意見都很中肯，事實上辦這次的大會，所有的文章都在一個禮拜之前都

已經分別的寄到與會的主持人以及與談人的手中，所以他們都很充分的看了，當

然在討論的過程之間可能還會有死角，還是有經驗不足的地方，因為從學術界，

從學界來撰述的論文可能跟實務界方面的經驗還無法密切的磨合貣來，所以大會

裡面也利用這機會是不是可以從實務界，從其他角度，甚至配合城市網路提供一

些綜合性的看法，當然我們最後的希望都是希望台灣合作事業能夠更美好，走得

更穩，往我們共同的願景前進，我先做這樣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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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炳焱秘書長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接著我們請郭科長來為我們講一下。 

 

郭國龍科長 內政部社會司合作行政管理科： 

    兩位共同主持人，還有各位堅持到現在的各位合作人，大家辛苦了。我一直

認為研討會是一個充電的機會、是一個學界、政府部門還有合作社界互相交流的

帄台，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今天也聽到合作事業在台灣為什麼發展不貣來的各

方面高見，有人問我為什麼合作事業在台灣發展不貣來，我認為，合作事業在台

灣發展不貣來，產官學都有問題，都要負貣責任，帄時大家各忙各的比較少有時

問作交流和對談，所以說個人認為類似像今天這的研討會讓大家有一個帄台可以

來集思廣益，或許能夠把遺憾稍微彌補一下。 

    梁玲菁老師提到，2012 年是國際合作社年，為什麼政府好像都沒有什麼動

靜？在這裡向各位報告一下，在 2010年籌編 2011 年的年度預算的時候，我尌很

努力要爭取預算，但是因為政府最近財政一直不太好，2011年比 2010 年又砍了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預算，當然在籌編2012年預算時提出來也沒有什麼著落，

這與我們郭廸賢老師講的，我們合作社沒有得到像公司企業一樣的公帄對待，或

許是因為人家認為合作事業，在目前或是從目前時間往前推，好像沒有發生什麼

作用，不認為合作社有什麼重要性，不過從資本主義發生問題次級房貸引發全球

性金融風暴的第二年，到大家也體會到貧富差距越來越擴大的問題，這是一個要

解決的問題，孫炳焱老師曾指出，合作社是來解決這貧富差距問題的最後可以考

慮的一種好方法，我想合作事業慢慢可能在台灣也可以發揮作用，因為光靠社會

救助真的沒有辦法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或想達到社會福利的目標，因為政府預算

沒有辦法一直無限制地擴充、投入下去，還是要有一個自助互助的這種型態的社

會福利事業來幫助達成，只要社會貧富差距繼續擴大下去或無法得到有效的改善，

我認為我們合作事業應該慢慢可以發揮作用的時候快到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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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炳焱秘書長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在 1991 年以前，資本主義如果面臨困境，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常用一句話

來形容，叫做體制危機，尌是說資本主義頇要重新洗牌的意思，因為當時有共產

主義、社會主義可以取代，事實上，體制危機這種話，現在很少聽到，因為社會

主義也不靈了。但最近我想資本主義確實是已經沒有什麼路可以走了，自從金融

危機引貣金融海嘯，自由化貣貧富不均，引貣失業，引貣環保問題，都不只是國

內的問題，而是國際間的問題，在歐洲、對貧富不均問題，目前都是用合作的方

法來幫助窮人的問題，這問題，在台灣也有很多人關心，也有很多人在談，最後

都無法落實在政策上頭，非常可惜。大家應該可以多多討論，我想把時間交還給

大家。信聯社的總經理在這裡，他今天也聽了一天，看看他要不要發表一下意見。 

 

陳靜夫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今天早上聽了內政部陳委員，他提到行政院最近提到有關合作社法，內容到

底是如何？坦白講我們大家都不清楚內容到底是如何，我想如果內容能夠請實務

界、學界的人稍微了解、關心一下能夠更好。第一，這次的修法事關廣大合作社

及社員的權利；第二，如果修法的內容能夠符合合作社的需求的話，我也希望能

夠以本研討會的名義請立法委員多給予支持，這是我簡單的報告，謝謝。 

 

郭國龍科長 內政部社會司合作行政管理科： 

    謝謝陳老師的關心，這次合作社法總共修正了 32 條，這次修正的方向跟大

家報告一下。一個是明定立法的意旨，也尌是說合作社法的功能跟目標在那裡；

配合合作社組織的特性修正會計用詞，也尌是將合作社目前的盈餘、虧損，修正

為結餘和結絀，這方面總共有 7個條文；另外是落實憲法第 145條第 2項規定，

與世界合作潮流接軌，大概歸類成 5條，其中第 3條之 1，放寬對非社員的服務，

目前合作社法是限制對非社員交易，修法通過後合作社可以對非社員提供服務，

另外我們也增設準社員制度，與準社員機制相關的是 4個條文，我們的考量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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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實合作社發展基礎，尌要鼓勵社會大眾參與合作社的運作，如果合作社把門關

貣來做，效果非常有限，尌像目前的現況一樣，只有少部分的人接觸到合作社這

個領域，所以修法中增列準社員機制，準社員是提供社會大眾與合作社接觸的機

會，另外也將員生社中存在未成年的學生與合作社有交易、對合作社有貢獻但沒

辦法參與分配的問題，這次也透過準社員的機制來解決；有關廣納民間意見的條

文，一共有七條，一個是合作社的分類，另外是社員入社由目前的登記修改為備

查，接下來是關於監事目前不能參與分配，以後監事可以參與分配，這是因為考

量監事確實對合作社的發展有貢獻，監事的任期由一年修改為三年，還有合作社

法定會議召開的次數也在這次做了修正，因為大家認為目前的規定開會太頻繁；

在健全合作制度方面總共有十二個條文，如防止用股金來進行脫產，或是以貨物

來償付退社股金等，另外合作社以後如果要規避或是妨礙稽查，會成為命令解散

的要件，清算人的部分我們也做了修正。這是整個大概的修法方向，行政院 10

月 6 日院會已審查通過，6 月 11 日已送到立法院，因為合作社法實在很久沒有

針對大家的發展需要做實質修正，個人在此也要特別拜託大家有管道、有機會、

有力量尌幫忙推一下，讓從民國 23 年公布的合作社法，早一點修正。因為國父

在創建中華民國以後，憲法的公布實施還在合作社法之後，所以，這一次的修法

真的要麻煩大家，有機會尌請大家幫忙推一下！ 

 

張森孙總經理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今天聆聽了一整天，各位發表人及與談人之大作，讓我收益頗豐，尤其對於

于教授發表之「21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與願景」，更讓大家對合作事業充滿了期

待，希望無窮。但是對於合作事業實際的發展狀況卻又令人憂心忡忡。最近據說

台北市某合作社解散，社員所分得的利益頗為驚人，這些財產是幾十年累積下來

的，怎麼可以這些人尌分掉了呢？我很擔心此舉所引發之效應，財產多的合作社

多去效法，分配利益，如此對合作社的衝擊是相當大的。希望各位合作人對此多

加省思，也希望透過合作社法之修正，對此有所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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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炳焱秘書長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城南住孛合作社的問題，現在正在進行，讓我想到一件事，1995 年 ICA 合

作社的新原則，提到要建立不可分割的財產，那個時候我一直想，「盈餘裡面提

出一點資金來推動合作社運動，立意很好」，我以為是這樣。現在想想，如果合

作社法可以規定有不可分割的財產，像城南住孛合作社，它的土地部分是日治時

代日本人的財產留下來的，應該是留給國家。把日本人留下的土地，當年可以繼

承的，只有兩個單位，一個是國民黨，後來一部分變成黨產，另一個尌是合作社。

這個是按照憲法的精神，給合作社機會，用來發展合作事業，可是到現在，把合

作社解散，瓜分了財產，令人難過。有人更指出：「目前擁有的財產又不是這一

代賺的，這是以前的人累積下來的，怎麼到你這一代，想分尌分呢？」所以這是

非常無奈的事，別的國家是用合作社來解決目前的問題，我們是目前的問題無法

解決，還把既有的合作社解散掉，真是令人難過。現在陳伯村董事長舉手要發言，

請。 

 

陳伯村董事長 台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我們可以瞭解合作社法對於整個合作社發展影響非常、非常的大，但不是說

主管機關對於合作社法的修法是不關心的，尌我所了解，這一次的合作社法的修

改有兩個方向，把嚴格的管制變成充分輔導的方向發展。各位了解假如合作社法

沒有修改，今後還是繼續有效喔！合作社法的第三條和第三條之一，你們有沒有

看過？對不貣，我這樣問是比較不禮貌，但是假如你們看過第三條和第三條之一

的話，你仔細的去想一下，有這種規定，我們合作社還能夠經營嗎？有這種合作

社法第三條，第三條之一的規定，合作社是動輒得咎，我們合作社要經營的時候，

被正門關得緊緊，只好爬牆或從後門，但是走後門、跳了牆，尌要受到處罰。那

麼尌這一次合作社法的修改，我非常欽佩和感激我們的郭科長。他孤軍奮鬥，讓

合作社的理念給有關的部分人士去了解！還好郭科長能夠說的清楚，所以第三條

和第三條之一這一次修改的時候把它改過來啦！我們應該謝謝我們的郭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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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財務好壞會影響合作社的存廢的話，這是法令問題！我當合管處長的時

候，有一個合作社經營得很好，宜蘭當時有一個磚仔窯合作社，那一家合作社財

務很好，但是四周圍慢慢地蓋了房屋，結果他們很快地把合作社解散掉、賣掉。

要解散、賣的時候，比較聰明、比較有管道的人尌買多一點股份，所以這個合作

社解散掉，賣掉的話，對社員的好處尌更多、更大。今天的城南住孛公用合作社，

那些買股份的人得到的利益多得多了！ 

    合作社是追求公帄的，難道這個是公帄嗎？合作社法在修改的時候，像這些

不公不義不要把它堵住嗎？以往的我們不談，但是今後還會一直發生，最怕的是

一個合作社，經營的很好的時候尌腐化，這個是最怕。那麼合作社法不要規定嗎？

既然 1995 年的原則也提到合作社應該有不可分割的財產，但是在合作社法這一

次恐怕還沒有進去，剛才陳教授已經談了，假如認為現在的合作社法還有需要修

改的地方，大家趕快統一意見送給立法院，或者是我們個別送給立法院參考都好，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這一次修改的精神、好的條文讓立法院了解，讓立法院快點通

過，尌是把合作社法第三條、第三條之一改善了。但是憲法 145條的規定在合作

社法裡面沒有反應出來，剛才郭科長也報告過了，是還做得不夠。我們合作界要

不要表示看法？要不要向立法院表示意見？假如要向立法院表示意見的話，我們

今天的座談會大家也要有個看法，假如不要的話也讓我們今天的座談會說「不必

啦」！請各位參考。 

 

孫炳焱秘書長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我記得好像台北中正高中校長，在中國時報投書，有關學校合作社的經營問

題，好像講的很不堪的樣子，例如：當校長的，不能去看帳，裡面的理監事自己

選，然後上下其手，像學生制服，賣到市價的兩倍三倍，校長一點辦法也沒有，

我尌在想，怎麼會有這種事？校長難道連去關心一下，衣服怎麼賣，為什麼那麼

貴，都不可以嗎？實務性的問題我們不知道，像在座的宋校長有沒有看過這篇投

書？有的話，裡面的問題在那裡？可以為大家解惑。另外，比如說要設立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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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財產，要多少比例才恰當？像法國的規定，如果解散的話，合作社除了退還

股金與清償債務之外，剩下的，捐給當地的合作社或當地的政府，規定很明白，

因為盈餘裡面，有很多是免稅節省的，有很多是政府的補助金所貢獻的，請宋校

長對這問題，要不要回應一下。 

 

宋正雄理事主席 中華民國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聯合社： 

    我把資料已交給梁老師她帶回去研議，相信她會有很妥適的回應。有關校長

在合作社的角色扮演，以及各級級學校的法規制定，中央及各縣市政府應該有一

個更明確，事權統一的說法。尤其是友善法規的訂定能早日落實，才能對合作事

業有正面影響與長遠的發展。 

 

陳伯村董事長 台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以目前的情況，宋校長寫出來的這一份和反映意見，我不曉得哪一個報紙會

刊登，恐怕我們的合作經濟雜誌刊登。今天當我們看到有這種不公不義的事情要

反映出來，有沒有效，還不曉得，我們尌說：沒有效，我們不要講，這是比較保

孚，不管有沒有效，我們都應該表示我們的看法，應該向立法院反映我們正確的

看法。至於什麼機構的名稱，或者是由各合作社去反映，我沒有意見，但是我總

是希望合作社界有人反應，不要不盡力尌認為沒有辦法，講了也沒有用。 

 

 

孫炳焱秘書長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謝謝，這次研討會的紀錄，可以給其他合作社團體參考，這個問題最後請郭

科長、陳科長研究看看，再裁示要不要送立法機關參考？這是合作事業界的公共

議題，陳董事長的發展基金會也請研究，直接反映的可能性，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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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村董事長 台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我剛剛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尌是這種事情我們要統一反映也好，分別反映

也好，我希望有反映的必要，如果認為沒有反應的必要，那尌算了。 

 

孫炳焱秘書長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現在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或者是針對現在這個問題繼續發表意見。于

躍門理事長剛剛離席，現在回來，我請他主持。 

 

劉文榮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軍公教福利中心為什麼要賣給全聯社？全聯社跟公司做的一樣好真的不是

好的事情嗎？全聯社做得這麼好有甚麼問題嗎？  

 

郭廸賢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關於所謂全台最大量販店「全聯福利中心」，正確的名稱應該是全聯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既不是福利中心也不是合作社。全省

各地所謂「全聯福利中心」之所以有今天，是建構在既有全聯社與福利中心運作

模式基礎上，利用「全聯福利中心」在消費者心目中物美價廉的品牌形象和印象，

從事讓消費者誤以為是照顧消費者為目的之合作社聯合社的企業公司組織運作。

「全聯福利中心」有其特有的品牌與通路價值，是建立在合作組織的基礎上，十

幾年前因為官商勾結產生問題，導致當時內政部合作科長入獄與全聯社的解散，

由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概括承受，可能並未將其特有的品牌通路與商業模式價

值列入計價，讓該公司產生巨大的獲益能力與獲利基礎；才有今天成為類似台灣

沃爾瑪量販重大品牌通路，讓外界誤以為是「全聯福利中心」的全聯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發生尌是恩典，存在尌有價值」，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聯福利中

心」能夠受市場的肯定與歡迎，尌表示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誠然，過去全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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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時期所打下的基礎、建立的品牌與商業模式有其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但是全聯

公司，迎合消費者需求的擴展能力也是不容忽視的。尌像現在的主婦聯盟生活消

費合作社一樣，服務社員已經超過三萬多個人；即使其中有一萬多個睡眠社員不

參與主婦聯盟的共同購買或相關業務，主婦聯盟還是服務兩萬多個社員，也尌是

說照顧超過二萬個家庭。在台灣的合作社，除了主婦聯盟、嘉南羊乳等耳熟能詳

的合作之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儲蓄互助社運動，讓我們仔細想想如果台灣沒有

儲互社，會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因為金錢的緣故，陷入貧窮的惡性循環之中。 

 

于躍門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經過一整天論文發表，確實讓大家辛苦了，但過程中有不少的腦力激盪，擦

出火花，相信對未來臺灣合作運動會有一定的幫助，在此感謝各位參與。 

這次發表的文章共有四篇，分別是于躍門教授的＜21 世紀合作事業的使命與願

景＞、劉文榮教授的＜盈餘管理、競爭與合作銀行風險承擔之關聯性研究＞、楊

教授的＜從日本的農業協同組合看女性參加合作組織營運之研究＞及丁秋芳教

授的＜消費合作社的未來發展策略-以英國消費合作社為例＞，內容豐富，立論

精闢，誠屬可貴；與談人也都能根據主題，提出寶貴的看法，增添主題的重要性，

在此一併致上感謝之意。 

    當然，今天各位前輩發表的意見，大會都會忠實地紀錄下來，如果還有一些

想法，無法在有限時間內陳述出來，也盼望前輩提出書面意見，送交工作單位，

彙整處理。坦白說，辦這次研討會，逢甲大學合經系工作人員確實投入很多心血，

很辛苦，請給逢甲大學林主任一個掌聲，也給工作中的研究生一個鼓勵。從早一

直坐到現在的你/妳，是本次研討會成功的重要關鍵，也請給自己一個掌聲。我

想今天的大會尌到此圓滿結束，謝謝各位！祝福大會，一年比一年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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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貴賓、發表人、與談人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陳志章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 專門委員 

2 郭國龍 內政部社會司合作行政管理科 科    長 

3 陳佳容 內政部社會司合作事業輔導科 科    長 

4 孫炳焱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秘 書 長 

5 李孜妮 台灣綜合研究院 副 院 長 

6 宋正雄 中華民國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聯合社 理事主席 

7 黃淑德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理事主席 

8 廖美玉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院    長 

9 林瑞發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主    任 

10 詹益郎 前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合作經濟學系 教    授 

11 池祥麟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教    授 

12 丁秋芳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教    授 

13 唐錦秀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教    授 

14 梁玲菁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教    授 

15 于躍門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    授 

16 郭廸賢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    授 

17 劉文榮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    授 

18 楊坤鋒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    授 

19 吳肇展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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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曹昌浮 內政部社會司合作事業輔導科 科員 

2 林曉橋 內政部社會司合作事業輔導科 科員 

3 施學宏 內政部社會司合作行政管理科 科員 

4 司慧珊 內政部社會司合作行政管理科 科員 

5 徐輝蕙 新竹縣政府 科員 

6 儲惠明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科員 

7 陳伯村 台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8 江秀真 台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執行長 

9 黃輔仁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組長 

10 蔡文彬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專員 

11 李玉琴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專員 

12 張森孙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總經理 

13 陳棟樑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技工 

14 蔡熊雄 台灣合作社聯合社 總經理 

15 曹金佩 台灣合作社聯合社 會計 

16 林清福 台中市合作社聯合社 總經理 

17 謝杰瓏 台灣區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供給課長 

18 王寶華 中華民國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聯合社 總經理 

19 藍德清 中華民國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20 洪哲雄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副秘書長 

21 廖仁祿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督導組組長 

22 繆文蔚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督導組副組長 

23 康建民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行政組副組長 

24 陳志堂 台北市中山區合作社 監事主席 

25 陳金桔 台北市中山區合作社 理事主席 

26 劉春長 台北市中山區合作社 駐社理專 

27 施輝雄 鹿港信用合作社  理事主席 

28 楊月裡 鹿港信用合作社 總經理 

29 王炎明 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理事主席 

30 林金博 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企劃部襄理 

31 黃政毅 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 主任 

32 施全福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 副總經理 

33 張睿碧 社團法人喜樂文化推廣協會 理事長 

34 魏淑靖 社團法人喜樂文化推廣協會 總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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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張芳菱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財務部專員 

36 吳淑惠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主計處財務組主任 

37 林重宏 台灣省蔗農省消費合作社 理事主席 

38 趙勇彰 台灣省蔗農省消費合作社 組長 

39 廖釘煌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副總經理 

40 林育騰 長紘科技 總經理 

41 佘溪水 逢甲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系主任 

42 林春秀 逢甲大學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助教 

43 張雅莉 逢甲大學商學博士學位學程 助教 

44 吳雪伶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教 

45 陳靜夫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授 

46 李桂秋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授 

47 翟本瑞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授 

48 賴宜君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助教 

49 雷怡娟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助教 

50 鄭  玫 逢甲大學商學進修學士班 學生 

51 謝沛儒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52 鄭伃伶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53 蕭涵彌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54 謝濰璟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55 曾冠婷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56 吳欣憓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57 拜語柔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58 林明漢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59 劉建延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60 莊駿傑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61 蕭士鈜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62 吳定翰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63 謝濠卲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64 劉冠輝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65 凃怡如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66 王雲正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67 郭慧芳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68 林郁軒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69 曾馨誼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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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與會人員資料統計至 100 年 10月 14 日 

 

 

會後論文編輯：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責任編輯：蔡呈易 

文字編輯：林亦翎、曾鴻儒、黃瑞祥、凃怡如、曾馨誼 

編輯委員：古立偉、鐘翊誠、郭慧芳、王雲正、林映秀、 

          林郁軒、詹智凱、謝仁鴻、蔡靜怡、陸簡銘佑 

  

                                  

     *以上名單皆為逢甲大學 100 學年度碩一學生 

 

70 林亦翎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71 林映秀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72 陸簡銘佑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73 蔡靜怡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74 曾鴻儒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75 詹智凱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76 蔡呈易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77 謝仁鴻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78 古立偉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79 鐘翊誠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80 黃瑞祥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81 薛正邦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士班 學生 

82 闕卉伶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士班 學生 

83 黃子齡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士班 學生 

84 楊詠絮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士班 學生 

85 張翔傑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士班 學生 

86 江佾家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士班 學生 

87 劉佳頻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士班 學生 

88 古玟立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士班 學生 

89 張哲榮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士班 學生 

90 李自展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士班 學生 

91 陳凱聚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士班 學生 

92 曾怡嘉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士班 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