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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 

 

 主持人：5 分鐘，不舉牌不按鈴提醒。 

        請主持人自己控制時間。 

 發表人：25 分鐘，以按鈴方式提醒。 

        『結束前 2 分鐘按 1 聲鈴提醒』。 

        『結束前 1 分鐘按 2 聲鈴提醒』。 

        『時間到按 3 聲鈴提醒』。 

 與談人：各 12分鐘，以舉牌方式提醒。 

        『還有 2 分鐘』。 

        『時間到』。 

 

§ 每場次的交流時間為 15 分鐘，每人發言 2 分鐘， 

  時間到按長鈴 1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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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方珍玲秘書長－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非常高興今天逢甲大學提供這麼好的場地讓我們可以來共同慶祝第 95 屆國

際合作社節的系列活動之一的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這個研討會每一年都是由逢

甲大學與台北大學輪流主辦，它具有一個深遠的意義，也有一個傳承的味道在裡

面，更是有知識分享的意涵。我們也知道目前在這個社會中，知識分享是一個重

要的課題，如果我們沒有知識分享就沒辦法進行一些創新。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是一個非常好的園地，可以讓大家可以透過這個機會來把我們每一年的一些相關

的研究成果，還有未來的發展狀況，跟大家進行知識上的分享跟交流。 

    目前台灣社會面臨經濟轉型，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之中，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在

M型化社會裡面感受非常多的無奈，薪資沒有提升，而房價又高漲，對年輕人來

說生活不容易，他們很可能會想說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究竟應該要怎麼樣來自

給自足，而我們的合作組織是否能來幫大家解決經濟問題呢？國際合作社節每一

年都有一個主題，今年就是以包容為主題，包容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參與合作社，

不管他是屬於不同種族、政治、文化、經濟或性別等，都不會受到任何的歧視，

讓所有的人在合作社裡面都受到平等的對待，而且大家都可以用公平公正的態度

來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情。然而，若是整個社會的發展沒有更多的年輕人來參

與，整個社會的發展就會青黃不接。因此，當合作社節有了這樣的 slogan 出來

的時候，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年輕人可以不因任何原因，都能持續加入合作

社，在合作社裡面共同努力，尤其不分階級、性別等等，共同來努力，共同來創

造，對社會才有助益。我們知道人力資本的培育是非常長遠的一件事情，所以我

們今天特別在專題演講的部分邀請事業發展基金會于董事長，專題演講的主題就

是以人勝過資本的一個概念來做說明。 

    整體來說，所有的一些跟合作相關的議題都會在今天研討會中被提出來討論，

包含高齡化的問題、農業合作的問題、還有金融合作的問題，跟最後住宅合作的

問題，尤其是針對我們剛剛提到房價高漲這件事情，住宅合作未來可能是社會住

宅要來發展的方向之一，因為國外在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看看我們國內可以怎

麼樣來做努力。  

    今年我們藉由這樣的一個機會，可以共聚一堂，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希望這

樣一個合作研討會在未來每一次在作共同研討的過程之中，能有更多人來參與，

合作研討會能越辦越好，在這裏當然也要感謝內政部、中國合作學社、台北大學

金融系、農聯社、合作金庫銀行及儲蓄互助社、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等等，大家

共同來協辦這次研討會，最後還是要特別感謝逢甲大學非常盡心盡力來辦理這次

的研討會，我每一次來都有感受到逢甲大學的熱心跟招待，在這就先敬祝大會成

功、並祝大家身體健康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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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淑妃主任秘書－內政部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方秘書長、逢甲大學高董事長、李校長，以及在座合

作社的先進、各位學者專家、各位貴賓大家早。 

    今天非常高興代表部長來參加研討會的開幕式。我們都知道合作社一向都有

庶民經濟的美譽，且誠如方秘書長先前所提，合作社其實具有相當的包容性，另

外合作社也強調公平性及平等性，因此實務上社場每一年度最後的結餘，也都會

公平地攤還給社員。 

  我國合作社法制定的時間很早，為了希望能夠提供合作社更好的發展環境，

我們在 104 年也完成了重大的部分條文修正，內政部一直在這個方向上努力著；

而且，過去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的主任是由主任秘書兼任，今年起則

由陳茂春參事專職負責，也是希望在合作社的發展上我們能著力更深，並在合作

事業上給大家提供更好的協助。重視合作社發展與內政部施政主軸之一──「人

親土親」──也有一定的關聯性，因為合作社基本上是從社區出發，在我年紀小

的時候其實就有跟合作社接觸的經驗，例如國內很重要的青果運銷合作社及信用

合作社，而合作社在現今比較重視資本化的社會裡，有它非常重要性的一面，因

此我們希望繼續讓合作社更蓬勃發展，也期待其經濟規模能夠持續擴大。 

很感謝主辦、協辦單位及逢甲大學籌辦今天的研討會，會中安排于董事長「人勝

過資本」的專題演講與合作社基本精神很有密切的關係，另外各篇發表的論文內

容也都極為符合社會的脈動，包括人口老化、房價高漲、國際住宅以及金融面

向……等主題，相信今天大家都會有很好的收穫。 

  最後，預祝今天的研討會圓滿成功，也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李秉乾校長－逢甲大學 

    方秘書長、沈主秘、高董事長，以及今天的承辦人吳主任，還有各位合作事

業界的先進，我剛剛也看到我們的老同事于董事長，各位早！非常高興來參加合

作事業發展研討會，吳主任及承辦單位非常地用心，將我們社會學界的大老，逢

甲大學高董事長都請來了，可見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我個人對合作經濟很早就認識了，為甚麼呢?因為我母親是行政專校合作經

濟系畢業的，行政專校是台北大學的前身，所以我很早以前就知道合作經濟，卻

一直都不是很了解，但我知道合作經濟在台灣早期發展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直到我在美國求學時，發現有兩個很重要的合作事業相關系統，第一個是 credit 

union，我後來知道是信用合作社；第二個是我就讀學校的 coop，這 coop 就是賣

書或賣紀念品的單位，我曾去那邊買書，結果期末的時候它還退錢給我，我非常

高興，怎麼會有這麼好的機制呢？後來才知道它是用合作社的模式在經營的。 

    目前台灣的大學以合作為名的系所，包括逢甲大學與台北大學。合作事業是

世界人類發展中必要的一環，因為是靠合作、大家一起來，但是也要因應時代的

發展，因此逢甲大學保留合作經濟的名稱，後面加了社會事業經營，讓我們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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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清楚地知道它不只是個理論，而且是可結合社會事業經營的相關議題，具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甚至應該要 Nonprofit 的特性，期待更多年輕人能積極

投入，甚至朝這方面發展與創新。我非常高興逢甲商學院有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

經營學系，讓我們整個商學領域面向更為廣闊，也有助同學們未來在就業時，除

了營利事業，還可以選擇非營利事業，這是我們不同於其他校院的特色專業，也

是支撐整體社會事業的發展的基礎，需要靠大家的努力，讓我們的學生在求學階

段就能對社會事業有所認識，未來也能在此議題上為國家社會貢獻心力。。 

    再一次代表學校歡迎各位來到逢甲大學，祝福我們今天的合作事業發展研討

會順利成功，祝福各位與會的貴賓身體健康。今天的會議內容非常豐富，晚上我

們逢甲大學外面有著名的逢甲觀光夜市，依據我們商學院每年的調查數據，這個

商圈一年有超過 1200 萬的遊客，包含 1500 到 2000 個攤位、有 1000 個商店，商

品的多樣及創新躍居全國之冠。根據前年的調查，1200 萬顧客當中有智慧型手

機的比例是 68%，而去年做的調查則顯示已經達到 98%，這代表這個商圈也將迎

向智慧轉型的階段，這也是逢甲大學未來在與商圈合作上希望共同發展出更符合

時勢的智慧化商圈。再一次歡迎各位蒞臨逢甲，期待今天大家能有豐碩收穫。謝

謝各位！ 

 

 

高承恕董事長－逢甲大學 

    方秘書長、沈主秘、李校長、各位在座的師長、各位嘉賓、各位同學，很高

興有機會來參與，一個組織或一個協會能夠經營 95 屆，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中

國人說源遠流長，我想今天用到合作事業應該是非常恰當，因為就是源遠流長，

所以要期待未來更加地枝葉繁茂、越來越壯大，能夠幫助與加惠更多的人。 

    我本身學的是社會學，社會學的知識與合作事業是非常密切的。大家想一想，

人其實不是特別聰明，因為人有很多事情都得學。人的本能其實是很弱的，例如

鳥會飛，但人學了很長很久的時間卻一直都摔死，而且還搞不懂為甚麼鳥會飛，

的確，鳥生下來就是會飛，但是人有個能力，會學，學會了各種方式的本領。今

天早上我們在這裡聚會，我就講一件事情，大家想一想，在動物世界裡面，基本

上對食物都是搶食，獅子和老虎獵到獵物都是搶著吃，弱肉強食。然而，人類吃

飯是共食，晚上去逛夜市是自己吃自己的，中午吃飯是一張圓桌、幾盤菜，無論

菜多一點或少一點都是大家一起共享共用，有時多吃一點，有乾飯就吃乾飯，沒

有乾飯就吃稀飯。這基本上像是一種共享的概念，因為人類懂得共有共享，所以

人類有文明可以生活。大家想想看，假如我們每一個人都單獨只靠自己的話，也

不用說發展，連存活的機會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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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各位都是合作事業的先進，在 21世紀大家要並肩努力為合作創造價值。

過去我們往往把合作看作是一種手段，待會兒我們于董事長的講題人勝過資本是

我非常認同的，因為合作並不只是一種手段，合作是一種價值，是一種文明的價

值，懂得尊重，或是剛剛秘書長所提到懂得包容、懂得共有共享，於是將很有限

的能力及資源發揮且放大。簡單話一句話，「家和萬事興」，家是如此，學校也是

如此，國家也是一樣，乃至一個世界也是一樣。不合作就只是互相的比較，之後

就會有不可收拾的衝突。我剛剛講過，期望各位互勉，在學校，我們要合作，我

要跟校長合作，我要跟所有人合作。但是各位，我不能說你們是中流砥柱，但是

很多時候在這個大環境裡面是逆勢操作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體系裡面，強調的是

競爭，最近放暑假了，百業蕭條中還是有一支獨秀的產業－補習班。為甚麼大家

將小孩都送去補習班？因為要增加自己孩子的競爭力，不要輸在起跑點。其實我

們的生活、我們的教育這些年始終偏離，今天跟大家互勉，我認為合作的能力比

競爭力還重大。我常跟我的學生說，你假如不懂得合作的話，你要嘛是一匹野狼；

要嘛是一隻兔子，要懂得人與人彼此之間的尊重、善待彼此。 

    今天台灣的 2300 萬人裡面，這個價值更要發揮與發揚。競爭不可避免，我

們人類既然懂得吃飯的時候共食共享，我們在事業上在學習上，方方面面是不是

一樣也是可以發揮合作的精神。今天在座各位都是在這個方向努力的朋友，我們

今天坐在這裡一起參加聚會，也是一起為對方彼此加油打氣，祝福大家長長久久，

越來越壯大，與更多的人有更好的分享。祝福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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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合作企業：人勝過資本 

 

于躍門 董事長/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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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企業：人勝過資本 

Cooperative Enterprise：People Over Capital 

于躍門 董事長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各位合作界的先進，早安！ 

一篇關於個人發展（personal development）的文章，作者 Jim Rohn

（2015）提出＜9 件事比資本還重要＞（Nine things more important 

than capital）的看法；9 件事包括：時間、拼勁、決心、勇氣、雄心、

信心、機智、心靈、品格。這 9 件事，不僅屬於個人能力建構（capability 

building）的範疇，也是推動企業長期發展不可或缺的能量（energy）。

廣義來看，這 9 件事屬於倫理學詮釋個人美德的一部分。 

    Jim Rohn 對於美德的看重，實來自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柏拉圖（Plato, 427－347 B.C.）、亞里斯多德（Aristotle’s, 384－

322 B.C.）三位古希臘哲學家所建立的美德論（Virtue）。 

          

 

個人透過美德的修鍊，得以不斷地追求卓越（excellent），進而獲

得幸福的人生。若是應用到企業經營，則可謂：一旦員工樂意追求卓

Socrat

es 

Plato Aristotl

es 

http://www.success.com/profile/jim-rohn
http://www.success.com/profile/jim-rohn
http://www.success.com/profile/jim-r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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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其結果非但員工有了個人的幸福，企業也因員工幸福而逐漸走向

幸福企業（happy enterprise）。由此可知：資本，並不是企業發展最後

的主導因素，員工且具有美德的員工，遠勝過對資本的要求。 

    本質觀之，企業存在的意義不就是為了創造社會幸福或創造員工

幸福嗎?這與合作企業經營的理念相通，但創造的過程，究竟是人來

支配資本?還是資本來支配人?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 2015）給了答案。他表示：

「 Money at the service life can be managed in the right way by 

cooperatives, on condition that it is a real cooperative where capital does 

not have command over men but men over capital.」其意為：在日常生

活中，合作社能用對的方法管理好貨幣，惟其條件是以人來支配資本

而不是以資本來支配人的真正合作社。 

    教宗這句話，可以拆解成下列敘述： 

一、 貨幣可以在合作社被管理好。 

二、 能管理好貨幣的合作社才是真正的合作社。 

三、 而真正的合作社是由人來支配資本而不是由資本來支配人 

的合作社。 

    從這三句敘述可以得到一個看法，即：真正由人來支配資本的合

作社可以管理好貨幣。正如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所說：

「貨幣是很好的僕人，卻不是好的主人」（Money is a great servant but 

a bad master.）；換言之，人不能受制於貨幣，而是要支配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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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is Bacon 

    貨幣可以轉換成資本，資本可以創造出貨幣。因此，一般人稱之

的貨幣或資金可視為資本的另一個面向。 

    若觀察由人來支配資本而不是由資本來支配人這句話，其蘊含的

意義是：人勝過資本。教宗所謂對的方法即是合乎倫理的方法，也就

是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人可以在企業倫理運作中掌控資本、駕馭資

本、善用資本，做些對的事，讓資本成為倫理資本（ethic capital），發

揮造福個人、企業、社會的功效。 

    何以說合作企業是人勝過資本的企業?可從社員主導性的角度來

觀察，茲分別說明如下： 

    如何瞭解社員在合作社的主導性?擬從合作企業的本質與合作

企業的機制兩個方面來理解。 

    一、從合作企業的本質來理解 

    1995 年國際合作社聯盟透過三份文件來界定合作社。 

    第一份文件為合作社的定義。定義表示：「合作社是人們自願結

合的自主社團。藉由共同擁有與民主管控的企業，來滿足共同在經濟、

社會及文化的需要與願望。」 

    由定義可知，合作社是因人們共通需要而自願結合的企業；結合

的目的是為了滿足社員在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需要與願望。這種以

人、不以資本作為運作主體的思維，不同於營利的公司，蓋因公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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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運作的必要條件是資本，資本多寡牽涉到組織營運動能的可能性

與強弱。 

    第二份文件是合作社的價值。管理學強調，價值是企業感覺重要

的東西。合作社的價值，即是國際合作社聯盟認定合作企業重要的東

西。1995 年國際合作社聯盟賦予了合作社自助、自負責任、民主、平

等、公平及團結的組織價值；並根據合作人的傳統，認為合作人須具

備誠實、開放、社會責任及關懷他人的倫理價值。合作人講求的倫理，

符合倫理學中美德論的要項。 

    合作企業的組織價值與倫理價值，給了合作企業具備由人來支配

資本而不是由資本來支配人的動因。 

    第三份文件是合作社的原則。國際合作社聯盟表示，合作社的原

則是落實合作社價值的指引。原則分為：自願與開放的社員政策；社

員民主管控；社員經濟參與；自治與自立；教育、訓練及宣導；社間

合作及關懷社區等七項。 

    第一項原則說明合作企業是以平等、開放的態度來看待社員與社

會大眾。第二項原則表明合作人在民主、平等及公平下主導組織發展。

第三項原則顯示合作人在公平、自助、自負責任下管理、控制資本。

第四項原則強調合作人在自助、自負責任下遵守自主經營的要求。第

五項原則希望合作人要自我成長，同時要將經營理念普及到社會大眾

所有的人。第六項原則要求合作人在團結的認知下，大家一起來工作。

第七項原則說明合作人要有社會責任及關懷他人的自我要求，用以增

進人類永續發展。 

    鑒於國際合作社聯盟賦予合作企業這七項原則，合作社才被視為

有靈魂的企業（cooperatives are enterprises with a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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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 1995 年國際合作社聯盟發布的三項文件，瞭解合作企業定

性在人，不在資本，建立以人為主導的有機經營體。 

    二、從合作企業的機制來理解 

合作企業的經營機制，係由 1995 年國際合作社聯盟發布的三份 

文件共構的有機機制。機制，由「權」（所有權）、「責」（經營權）、

「利」（分配權）組合而成。 

    合作企業的「權」屬於所有自願入社的合作人，人人都有相同的

入社機會，不因投入股金多寡而遭受歧視。入社時，合作企業看重的

是社員的工作成果–交易量，不是社員的出資。為了抑制資本無謂的

作用，合作企業採取兩種方法來防止，一是不鼓勵每人認購過多的股

金，另一是限制股金產生的報酬。 

    合作企業的「責」屬於自願入社的全體合作人，人人都有相同的

機會治理合作社。治理合作社，主要有兩個項目，一是參與合作社政

策的制定，二是參與合作社發展的決策。人人都有參與的機會。無論

哪一種參與，都是在一人一票的基礎上進行，意味著對人的重視勝過

對資本的重視。 

    合作企業的「利」屬於所有參與合作企業交易的合作人，人人都

有相同的機會分享自己交易的成果；同時，為了考慮社會大眾的需要，

年終時，自結餘提出一定比例的公益金，用以關懷社區，竭盡社會責

任，分享社會大眾所有的人。 

合作企業的經營機制，係將 1995 年國際合作社聯盟發布的三份 

文件賦予制度化的運作，運作中看到兩種生命倫理： 

    （一）將人的價值融入到組織發展 

    合作企業把組織的「權」、「責」、「利」統一到合作人的身上，

運作的重心是有生命的人，人的價值優於資本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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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將組織發展融入到社區的永續環境 

    合作企業從社區的觀點來看待組織的永續發展，架接了合作社與

社區的臍帶關係，亦如加拿大戴維斯教授（Peter Davis, 2002）所言，

「社區是合作社的永續環境」，「我相信合作的靈魂會在社區中被發

現。」 

    若從人的角度來設計合作企業的「權」、「責」、「利」，可以發現

合作企業的經營機制能將資本轉換成倫理資本，嘉惠更多的社會人士；

若從資本的角度來設計合作企業的「權」、「責」、「利」，則合作企業

將異化成無生命的牟利工具。 

    2003 年，國際儲蓄互助社節的主題為–「儲蓄互助社：我們社區

的心脈」。就此主題，美國俄亥俄儲蓄互助社聯盟（Ohio Credit Union 

League）撰文表示，儲蓄互助社的日常哲學為「人幫助人」（people 

helping people）。的確，合作企業是在人的需要上，教導人如何透過

「人幫助人」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 

    2009 年，加拿大貝佛克瑞克住宅合作社（Beaver Creek Housing 

Cooperative）出版一本名為：《合作社是…把人放在首位》（Co-

operatives are... putting people first）的書。該書強調，合作社是因人

與人的交易需要而存在，目的是服務社員、滿足社員。可以這麼說，

合作企業是在「社員至上、交易第一」的思維下，看到大家共通的需

要，這與營利企業看到賺錢的機會與資本牟利的需要有本質上的差異。 

    今年，國際合作社節的主題為：「包容」（Inclusion），並以「合

作事業保證不會拋下任何一個人」（Co-operatives ensure no one is left 

behind）作為口號。包容的意思是，不僅要守住合作企業以人為本的

特質，也是要回應合作社的原則，為社會所有的人提供一個生活空間，

滿足他們的需要，建立更美好的社區。 

http://www.prnewswire.com/news/ohio+credit+union+league
http://www.prnewswire.com/news/ohio+credit+union+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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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今年國際合作社節的活動，國際合作社聯盟將於年底 11 月

15、16 兩天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全球暨聯盟大會，主題是：「把人

放在發展的中心」（Putting people at the centre of development）。希

望藉由主題的討論，更能清楚瞭解合作人在社區發展的重要性。 

    國際勞工組織（ILO）認同合作企業模式，始終支持勞動僱用資本

（labour hire capital）的看法，這一看法符合 1944 年費城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Philadelphia），為人類的經濟活動奠定了經濟正義的基

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 of economic justice）。 

    人勝過資本這句話，可以詮釋經濟正義原則，讓合作人的美德得

以運用倫理資本，實現幸福的合作社。 

    最後，敬祝大會圓滿成功。謝謝。 

     

    另以此文記念生我、養我、育我的媽媽。媽媽！我愛您！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5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22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5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23 

 

 

 

論文一 
 

透過合作事業達成社區資源整合的 

在地老化、積極老化研究 

 

主持人：簡士超 副院長/逢甲大學商學院 

發表人：翟本瑞 教授/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陳淑慧 秘書/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與談人：李桂秋 教授/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陳慧真 秘書/台中市南屯區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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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合作事業達成社區資源整合的在地老化、積極老化研究 

 

 

翟本瑞1、陳淑慧2 

 

摘  要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福利國家制度，很難有效解決高齡社會所帶來的困

境。本文希望面對即將來臨的超高齡化社會，提出一套讓醫療照護制度不致破

產的服務設計構想。設計將從疾病壓縮理論出發，希望讓長者身心健康達到活

躍老化的目的，讓老齡人口增權賦能。同時，透過障礙的社會定義，認定所有

人都有能力提供服務，不必也不能用資本主義市場價值來衡量，因此要將時間

銀行觀念導入，讓所有人能彼此服務，解決照護人力與經費不足的困境。為了

有效達成此一目標，必須要有強而有力的組織來推動，因此，透過合作事業能

將個人、家庭、社區、醫院、機構、公部門等不同資源與人力加以整合，並能

運用ICT科技導入日常照護系統，再透過GIS建立最適分配模式，同時導入行為

模式分析，透過大數據來預估並分配資源，以達到最佳服務狀態。而這種服務

設計更應將時間信用和金錢資本兩個不同領域的購買力加以整合，且讓每個人

相信自己有能力提供服務並接受別人服務，以「服務設計」取代「福利制度」，

讓每個人都能在地老化，並享受高品質、快樂的晚年。此方案不但符合人性，

更能透過共享、互惠、資源整合，節約資源並提高民眾的滿意度，是目前針對

即將到來的超高齡社會，所能提出的較佳設計。 

 

 

關鍵辭：合作事業、社區資源整合、再地老化、積極老化 

 

  

                                                      
*本文為「台灣在地老化開發設計與創新服務模式之研究(MOST 104-2420-H-035-003 - )」計晝案

部份成果。 
1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系教授 
2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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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起 

平均每家戶嬰幼兒人數全球最低，台灣人口老化速度將超越歐美先進國家，

我國於民國82年邁入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超過7%)，預估將於民國

107年老年人口超過14%進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到民國115年時人口將超過

20%成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見圖1]老年人口比例將由105年的13.2%

增加為150年的38.9%，相對的，15-64歲青壯年扶養負擔將逐年增加，依據中推估

結果，扶養比將從36.2%增加為94.2%，105年約5.6個青壯年扶養1位老年人口，到

150年將變為每1.3個青壯年人口扶養1位老年人口，總扶養比將高達94.2%。若考

量延後就業，以20-64歲青壯年來估算，總扶養比將增至112.5%[見圖2]，社會負

擔不可謂不重，高齡問題將成為台灣社會最大隱憂。3 

 

 
依據衛福部社會保險司的報告，2016 年至 2060 年失能人口將從 78 萬人(老

人約 50 萬人，占 64%)增加至 193 萬人(老人約 176 萬人，占 91.4%)，約占所有

人口 10.54%，老化造成的照護問題相當嚴重。25.65%的主要照顧者因照顧失能

者會有「壓力性負荷」，負荷比例較高的前 4 項原因分別為「經濟上的負荷」

(40.65%)、「社交活動受到限制」(34.24%)、「煩惱個案的改變」(33.82%)、「無法承

受照顧壓力」(33.32%)等。4 

                                                      
3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年至 150 年)》，台北：國家發展委會, 

http://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84223C65B6F94D72, 頁 1-2, 10-12。 
4 衛福部社會保險司(2016)，《長照保險制度規劃報告-第一冊(第一章)》，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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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總失能人數與失能率推估情形 

 
圖 4：長照服務運送流程 

目前長照人力嚴重不足，高度依賴外籍看護工。截至 2015 年底外籍看護工人數

已達 22.23 萬人，其中近 8 成為印尼籍，而印尼政府已宣布自 2017 年起將停止

輸出外籍看護工。未來長期照顧人力將出現嚴重問題。 

行政院在 2007 年公告《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

                                                      
http://www.mohw.gov.tw/MOHW_Upload/doc/長照保險制度規劃報告-第一冊(第1

章)_0055014001.pdf, 頁1-6; 1-10，圖3見1-6，圖4見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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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核定本)》5，2007 至 2016 年十年間，政府針對長期照顧需編列的經費總金

額推估為 817.36 億元。然而，如果以衛福部近年長照十年計畫經費編列以及使

用情況(如表 1)所示，政府經費並沒到位，2008 年至 2015 年經費總額只有 273.66

億元。即使將 2007 年與 2016 年加入，長照十年總經費也不過 356.43 億元(如表

2)，離原先預期存在相當大差距。 

表 1：衛福部近年長照十年計畫經費編列及使用情況6 

 
   表 2：政府補助經費總金額推估7               單位：億元，2007 年幣值 

            年份 

補助項目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總計 

補助服務使用者 17.18  34.82  38.15  41.53  46.49  51.44  56.40  61.36  66.32  84.19  497.88  

補助服務提供者 7.82  16.79  18.92  21.02  23.66  26.31  28.95  31.60  34.24  47.33  256.63  

補助地方政府聘任照顧管

理者、照顧管理督導及照

管中心設備、業務費 
1.51  3.11  3.83  4.54  5.59  6.65  7.71  8.76  9.82  11.32  62.84  

合計 26.51  54.72  60.90  67.08  75.74  84.40  93.06  101.72  110.38  142.84  817.36  

實際支出金額* 26.51 28.45 28.99 22.10 27.96 31.88 35.10 45.00 54.18 56.26 356.43 

                                                      
5 內政部(2007)，《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核定本)》。 
6 衛福部社會保險司(2016)，《長照保險制度規劃報告-第一冊(第一章)》，頁 1-24。 
7 實際支出金額2007年依《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核定本)》

編列數字，2016年金額依行政院(2015)，《長期照顧服務能量提升計畫(104-107年)(核定本)》,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26/730958/37bc9015-e3da-4ba8-9a98-cd8c5384b97a.pdf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26/730958/37bc9015-e3da-4ba8-9a98-cd8c5384b97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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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點衛福部說法是「公務預算不足，長照財源無法永續」，政府財源有限，

2008 至 2013 年長照十年公務預算經費約為 25.33 億至 32.38 憶元，甚至自 2010

年到 2013年間還要動用第二預備金及其他相關經費支應，才能勉強維持其水準。
8《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預算》核定經費 817.36 億元，實際支出還動用到第一、

第二預備金才只有 356.43 億元，可見政府財政存在相當大困境，在尚未到達超

高齡社會前，預算已經無法支持長照制度的推動了。 

行政院在 2015 年公佈《長期照顧服務能量提升計畫(104-107 年)(核定本)》，

各相關部會執行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預估經費，將 2016 年(93.92 億)及

2017 年(109.85 億)納入，2015 至 2017 年估計經費總額約為 315.94 億元。其中，

2017(939 億)、2018(1,098 億)兩年預算更比前兩年大幅調高(詳見表 3) 9，令人質

疑是否如同先前《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預算》一般可能跳票。 

表 3：各相關部會執行長期照顧服務能量能提升計畫預估經費表 

 

                                                      
8 衛福部社會保險司(2016)，《長照保險制度規劃報告-第一冊(第一章)》，頁 1-23。 
9 行政院(2015)，《長期照顧服務能量提升計畫(104-107 年)(核定本)》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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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點，在經費來源預估中說明如下：10  

依長照計畫現行之補助內容及頻率，各相關部會(署)執行 104 年及 105 年經

費來源包括：公務預算、公益彩券回饋金(以下稱公彩)、醫療發展基金(以下

稱醫發基金)及就業安定基金(以下稱就安基金)；106 年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

後，其經費來源包含公務預算、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以下稱長照基金)及就安

基金。惟計畫之執行仍需視該年度政府稅收及財務狀況適時檢討。......以原

先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之服務對象及新增 50 歲以上失智症者與 49 歲以

下身心障礙者，預估總經費約 315 億 9,427 萬 4 千元，惟實際預算編列，應

視稅收及財政狀況調整。 

在相關預算中，2016 年以後的經費編列，都是依據「長照服務法」，5 年編足 120

億元作為長照基金(主要來自政府預算、菸捐、捐贈、基金孳息等)，不以增稅為

財源，希望能增加至少 3 萬名長照人員，並在「居家服務」、「社區服務」、「機構

住宿服務」三類機構中，做出清楚規範。 

事實上，高齡化不只在長照上需要增加財源，更會帶來醫療保健支出增加、

社會保險與福利支出上升，整體勞動生產力下滑等現象。由表 4 可見出醫療費用

在嬰幼兒及老年階段需求最高，醫療健保費用亦隨著年齡增加而攀升。11 

表 4：民國 103 年住院就診及住院醫療費用表(依年齡別) 

年齡 總計 0~4 歲 5~9 歲 10~14 歲 

住院就診率統計 8,325  16,449  5,233  2,340  

住院醫療費用(點數) 184,170,385   7,410,273  1,455,139  1,340,010  

年齡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住院就診率統計 2,873  4,004  6,075  7,871  6,412  

住院醫療費用(點數) 2,441,282  3,223,376   4,563,892  7,457,944  8,153,664  

年齡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住院就診率統計 5,564  6,024  7,084  8,529  10,622  

住院醫療費用(點數) 8,967,349  11,442,066  14,337,982  16,393,336  17,981,673  

年齡 65~69 歲 70~74 歲 75~79 歲 80~84 歲 85 歲以上 

住院就診率統計 13,752  17,751  22,204  27,918  35,468  

住院醫療費用(點數) 14,347,506  16,285,177  16,351,989  15,449,928  16,567,797  

 *本計畫整理 

以 2010 年行政院衛生署的資料顯示，50 歲以上民眾住院比例、平均每次住

院醫療費用、平均每日住院醫療費用都節節攀升。(見表 5)12 

 

                                                      
10 行政院(2015)，《長期照顧服務能量提升計畫(104-107 年)(核定本)》頁 75。 
11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6),《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民國 103 年)》,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5993 
12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2011)，〈台灣人口與醫療統計資料〉， 

http://www.tii.org.tw/fcontent/mi-20111201/file/台灣人口與醫療統計資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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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台灣各年齡國民住院醫療統計資料(2010) 

 
目前台灣 65 歲以上老人醫療費用已超過總體醫療資源的 1/3，面對高齡社

會及超高齡社會即將來臨，醫療費用成長速度驚人，未來將成為社會龐大負擔。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見出，政府財政預算編列不足，無法支持目前規劃的長

照體系，隨著人口老化、超高齡社會來臨，過去對長照的規劃及經費預估，都存

在著相當大的困境，需要提出不同於傳統的構想，否則無法面對台灣未來超高齡

社會的來臨。 

 

二、在地老化的需求與可能性 

J.Rowe 與 R.Kahn 1987 在《科學》雜誌刊出“Human aging: Usual and successful”

一文，首次提出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的觀念，主張「老」不等於「病」，並

將「成功老化」與「一般老化」(Usual Aging)、「病態老化」(Pathological Aging)加

以區分，喚起學界重新評估「老化」的意義。扮隨著全球嬰兒出生潮即將退休，

在平均壽命延長的現代社會，老年問題逐漸作為社會隱憂，如何面對所帶來的社

會變遷，成為各國關懷的重要議題。因而，近年來，「正向老化」(Positive Aging)、

「有生產力的老化」(Productive Aging)、「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健康老

化」(Healthy Aging)、「活躍老化」(Active Aging)、「強健老化」(Robust Aging)、「超

越老化」(Gerotranscendence)等相關討論，都是此一思考脈絡下的討論。13 

1992年10月16日聯合國老人綱領，通過「老化宣言」(Proclamation on Ageing)14，

強調面對前所未有的老齡化世界來臨，為確保老年人和其人力資源的潛能得到充

份解決，要求各國要針對長者制定合宜的國家政策，讓政府、志願部門和民間團

隊、非政府組織合作，讓老年人能被視為社會的貢獻者，而非社會的負擔，老年

                                                      
13 陳麗光等(2011)，〈成功老化的多元樣貎〉，《台灣老年學論壇》第 9 期，2011/2, 

http://www.iog.ncku.edu.tw/files/archive/268_4427cc40.pdf 
14 United Nations(1992),“Proclamation on Ageing,”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47/a47r005.htm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47/a47r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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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年輕一代共同創造平衡合作，為全球21世紀的和平與發展而共同努力。 

針對全球人口老化趨勢，聯合國將1999年訂為國際老人年(Year of Older 

People in 1999)，並提出積極老化(active ageing)的概念，將身心健康的訴求擴展到

社會正義和公民權的參與層次。聯合國老年原則(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ople)包括獨立、社會參與、關懷、自我實現與尊嚴(independence, participation, 

care, self-fulfillment and dignity)。15  

此外，世界衛生組織在2002年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的政策綱領，

希望讓老人晚年的生活品質得到保障。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個人健康、社會參與、

社會安全是活躍老成功的三大支柱，各國家應透過不同的政策和機制及早規劃下

列相關政策，以提升老年生活的品質：16 

1.個人健康部份：當環境和行為等風險因素所產生功能衰退慢性疾病保持在較低

水平，而保護因素維持在高水準，人們能夠同時享受更長的壽命和生活品質，

即使是老年也可以保持健康並管理自己的生活，只有少數老年人需要昂貴的

藥物治療和護理服務。不論男性或女性，在老年時應該享有對健康的全部照

顧及社會服務，這是他們的需求及人權。 

1.1 預防並降低因失能、慢性疾病及提早死亡造成的負擔。 

1.2 降低伴隨主要疾病而造成的危險因素，並強化維護終身健康的要素。 

1.3 發展一套老人使用便利、負擔的起、近用、高品質的健康和社會服務系統，

以符合男、女兩性高齡時的需求和人權。 

1.4 針對照顧人員提供訓練及相關教育。 

2.社會參與部份：當勞動力市場、就業、教育、衛生及社會政策，能夠依據人們

的基本人權、能力、需求及偏好，支持他們參與社會經濟、文化及精神活動

時，人們在老年時依然可持續對社會產生有償或無償地貢獻。 

2.1 提供終身教育與學習的機會。 

2.2 在老化過程中，依個人需求、偏好及能力，提供正式與非正式工作以及志

願服務機會，讓高齡者有機會參與有經濟收益的活動。 

2.3 鼓勵高齡者在老化過程中，居家充份參與社區生活。 

3.社會安全部份：政策和政府計劃應維護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和人身安全需求的

權利，在老年人無法支持和保護自己時，仍能保障其尊嚴和照顧。家庭和社

區負責支持照顧年老的成員的任務。 

3.1 應確保高齡者在社會、財務和身體安全的權利和需求得到保障、安全及尊

嚴。 

                                                      
15 舒昌榮(2008)，〈由積極老化觀點論我國因應高齡社會的主要策略～從「人口政策白皮書」談

起〉，《社會發展季刊》，122 期, 2008/6, http://sowf.moi.gov.tw/19/quarterly/data/122/122-04

社區發展-內文_12 舒昌榮.htm 
16 WHO(2002),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67215/1/WHO_NMH_NPH_02.8.pdf, 見頁 12,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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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確保高齡女性在安全方面的權利與需求，降低其不平等性。 

於是，如果能從高齡者在社會、財務、身體安全的需求和權利面予以考量，配合

相關支援系統的建立，無論是在勞動市場、教育系統、健康體系、社會政策和計

畫，都能支持高齡者依照其基本人權、能力、需求和偏好的考量，鼓勵其參與社

會經濟、教育文化和宗教文化活動，對高齡者成功老化相當有幫助，也能讓其在

社會生活上貢獻個人生產力。於是，透過個人、家庭、社區及政府的整體配合，

高齡者不但不再是社會的負擔，反而成為支持社區發展重要的穩定力量。 

唯有如此，才能讓老年人在晚年時能享有安全、有尊嚴、高品質的生活。台

灣老年人平均臥床時間高達7.3年，而接受醫療照護系統24小時照顧的時間平均

高達15年(歐美國家只有3年)，過度醫療化的結果，讓台灣照顧系統無法離床，只

能以安養機構方式推動，增加許多社會照護成本。17北歐各國推動活躍老化，將

經費用於老年人身心健康而非臥病在床，希望老人家只有臨終2週才需要住進病

房，壓縮疾病及照顧時間，不但提高晚年生活品質，也減輕財務上的負擔。「活

躍老化」及「在地老化」觀念的落實，讓歐洲以維持熟年生活如常運作、獨立自

主為目標，非不得已不進入醫療系統或使用醫療型照護，不但減輕財政支出，更

能讓老年人不脫離社會生活，提高晚年生活的品質。 

如果我們將老齡視為「障礙」，如何解決老齡社會的問題，亦需要從「障礙」

的界定出發。關於「障礙」的定義，主要有醫療模型(medical model、bio-medical 

model)與社會模型(social model)兩種不同的爭議觀點。醫療模型採用病理觀點，

認為身體機能異常或損傷，會造成個人在扮演日常角色及從事日常活動時的礙障。

障礙的來源在於個人疾病、創傷或機能欠缺。此一觀點將障礙因素個別化，容易

產生對障礙的污名化，並讓障礙者及社會大眾認為障礙的產生及解決，都只是個

人或各別家庭的事，將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社會的責任排除在解決方案之外。在這

種情況下，障礙者往往因受到歧視，將自己封閉在住家等有限的社會空間中，以

避免受到更大的社會壓迫及歧視。 

相對而言，「社會模型」認為障礙不僅止是源於醫療模型的個人健康因素，

更重要的是來自社會環境的限制，真正問題是社會構成的(social construct)，甚至，

真正問題於社會壓迫(sophisticated form of social oppression)。18從基本人權出發，

每個人都享有生命權、自由權及工作權，如果從弱勢者立場考量，只要將對個人

不友善的社會環境加以改善、彌補個人及社會既有機制的不足，障礙就不再是妨

礙個人成就的限制，而只是有待解決的機制缺失。例如，對身心障礙人士，復康

                                                      
17 郭外天(2016), 《失能安全照護全書》，原水文化出版。 
18 Bickenbach, J. et al (1999) “Models of disablement, univers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s, disabilities and handicap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8. 1173-
1187.(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ArticleURL&_udi=B6VBF-3W086M8-
5&_user=1495503&_rdoc=1&_fmt=&_orig=search&_sort=d&view=c&_acct=C000053192&_version
=1&_urlVersion=0&_userid=1495503&md5=0c0bfa198f879eb42f14644b0b3aaf7c)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ArticleURL&_udi=B6VBF-3W086M8-5&_user=1495503&_rdoc=1&_fmt=&_orig=search&_sort=d&view=c&_acct=C000053192&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495503&md5=0c0bfa198f879eb42f14644b0b3aaf7c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ArticleURL&_udi=B6VBF-3W086M8-5&_user=1495503&_rdoc=1&_fmt=&_orig=search&_sort=d&view=c&_acct=C000053192&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495503&md5=0c0bfa198f879eb42f14644b0b3aaf7c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ArticleURL&_udi=B6VBF-3W086M8-5&_user=1495503&_rdoc=1&_fmt=&_orig=search&_sort=d&view=c&_acct=C000053192&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495503&md5=0c0bfa198f879eb42f14644b0b3aaf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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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殘障坡道、導盲磚等安排，以及在工作環境上個性化的設計，就能恢復其

基本人權，無論在行動、工作權上，都與一般人無異。於是，障礙者在恢復其基

本人權後，成為社會價值的創造者，不再成為社會的負擔，也能對社會提貢獻其

心力。換句話說，經費及人力與其花費在照顧弱勢，不如用來改善社會環境、彌

補機制上的缺失，讓所有人都能過著有尊嚴、有意義的人生，而不訴諸他人的同

情，在沒有尊嚴的環境中度日子。 

當然，兩派不同見解相關爭議，有各自的立場與價值取向，並非不能互相參

考的。WTO 關障礙的定義也有多次修訂，1980 年代主要採取醫療模型，到了 90

年代將社會環境因素納入架構之中。在 1999 年的 ICIDH-2（國際損傷、障礙、及

殘廢分類手冊;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s, Disabilities, and Handicaps）

以及 2001 年 ICD-ICF 都同時將醫療與社會面向納入考量。 

1989 年美國社會學家 I.K. Zola 在 “Toward the Necessary Universalizing of a 

Disability Policy”一文即將社會因素及公共政策納入到身心障礙經驗的討論。「隨

著社會進與醫療科技的發達，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身心障礙人口已經不同於以往，

一方面因人口老化更多的人會在老年階段經驗身心障礙的過程，一方面因為醫療

科技的進步愈來愈多的人，會受益於醫療科技而存活下來，相對的也會有更多的

人會處於終身的身心障礙狀態。因此，就身心障礙人口數量與身心障礙本質兩方

面來看，Zola 認為以後的社會，身心障礙的經驗將是普同的人生經驗不同的是有

的人終身活在身心障礙受到限制的狀態下有的人會在老年開始經歷，有的人會在

人生的中期開始經驗身心障礙的歷程。在他認為，身心障礙的區分不再是你們與

我們的差異而是大家都會經歷身心障礙的風險。公共政策唯有意識到這樣的發展

趨勢，在住宅、交通、就業等各個領域將無障礙與融入的概念納入，才能真正的

達到消弭身心障礙者被社會排除與歧視的後果。」19 

同樣的，過去，老齡人口被視為「障礙」，常常只能局限在家庭中活動。但

是，如果將老齡人口所欠缺的部份機能，在日用生活領域予以補足，並在社會制

度及居住環境上有良善設計，就能恢復其基本人權，在行動、居住、醫療、娛樂

等領域，都與一般人無異，不再成為社會負擔。 

視老齡為障礙，我們就只能不斷增加醫療照護的人力與經費，以解決老齡人

口的障礙，在平均壽命不高、老齡人口比例還很低時，當然不成問題，社會透過

孝順及三代同堂家庭的制度安排，就能解決老年人口的問題。然而，社會變遷快

速，當家庭制度趨向核心化、僅與未成年子女居住的模式發展，安養照護需由社

會福利機構完成時，當然會成為拖垮財政負擔的壓力。以現在老年人口比例還不

算太高、健保負擔已經很難承受的情況視之，不久的將來，老齡安養的問題終將

拖垮各別家庭及國家財政。除非調整觀念與作法，否則老齡社會到來，將會是台

                                                      
19 王國羽(2003)，〈身心障礙研究概念的演進：論障礙風險的普同特質〉，2003 台灣社會學年會

論文, (http://tsa.sinica.edu.tw/Imform/file1/2003meeting/112903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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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未來的災難。 

但如果採取視老齡為需要調整社會機制，即能恢復基本功能的社會模型，不

但可以省下龐大人力及財務，更能營造健康且豐富的老齡生活，將部份經費從安

養照護轉成建立社會機制之用，讓晚年成為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光。例如，芬蘭

讓老人只有臨終前兩星期才躺在床上的構想及實際推動，將經費轉成協助老人運

動及身心健康之用，省下大量醫療費用，用在增進身心快樂事項，就是此一理念

下的具體實踐。 

社會模型的運用，應該是讓支持的社會機制融入到日常生活各領域，成為百

姓日用而不知的潛在操作。換言之「無所不在運算」(Ubiquitous Computing)應是

社會模型建立時所需參考的概念。此一觀念最早由馬克魏瑟(Mark Weiser)於 1988

年提出，他在 1991“The Computer for the 21st Century,1991”一文提及：「影響最深

刻的是那些已經未能察覺的技術，它們已經將自身融入日常生活之中，難以區

辨。」”20只有將科技在人性考量下，融入到日常生活各不同環節，成為百姓日用

而不知的既存現象，社會模型才算真正成功。 

一位大陸觀光客遊歷台灣，發表了〈看得見的盲人〉21一文，指出相較於大

陸殘疾人都被困在家裡了，在台灣因為硬體及相關制度上的設計得宜，在公開場

合處處都可見到殘疾人，「社會對這個群體的重視和幫助，為他們鋪了一條平坦

的路……他們走出家門融入大家，曬著太陽吹著微風感受生機，沒有將自己異類

化，因為社會沒有放棄他們。」社會在日常生活各領域提供支持與尊重，身心障

礙就不再是障礙，不再妨礙他們追求「樂觀、堅強與獨立」。這意味著，雖然還

有許多改善空間，但台灣在社會制度上已經針對身心障礙者居家與行動部份，進

行社會性改革，讓障礙透過社會友善性安排，不再成為個人的阻礙，而成為讓身

心障礙人士享有與所有人相同的居家與行動權利。同樣的構想，也可以運用到老

齡人士的處境。 

老化是每個人都必經的生命歷程，它對長者在居住、行動、工作等日常生活

逐漸產生困擾，甚至形成障礙。相較於身心障礙是清楚且具體的呈現，老化則是

逐漸且未具體意識到。甚至，許多人不服老，生理或心理上逐漸失能卻不服老，

或是有了失憶、老年癡呆症等妨礙判斷及正常生活的情形，造成自己及家人的困

擾。面對老化調整自己心境，接受老化事實，安排適當居家行動模式，成功地「轉

老人」，是心理學、哲學的議題，需要有進一步系統檢討，才能有效認識到老化

的事實，達到成功老化目標。在這同時，居家環境也需要有全方位社會性友善安

排，才能讓老化不再構成障礙。 

日本是人口老化最嚴重的國家，為了解決人口老化的壓力，運用自動化及資

                                                      
20 Weiser,Mark(1991), “The Computer for the 21st Century,” 

(http://www.ubiq.com/hypertext/weiser/SciAmDraft3.html) 
21《旺報》2012/10/17,  http://www.want-daily.com/portal.php?mod=view&aid=46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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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化等ICT科技，成為重要的手段。2004年8月，日本總務省公佈「u-Japan政策」，

強調數位內容的強化，要能達到無所不在(Ubiquitous)網路社會，希望在2010年建

設日本成為一個 “anytime, anywhere, any device, anyone” 都可以上網的環境，並

加強數位內容服務發展環境的整備，以期透過資通訊科技解決下列目標：1)透過

ICT進行社會系統改革；2)數位內容之創造、流通及利用；3)普及化設計之導入；

4)ICT人才之利用等四大領域。u-Japan政策要讓日本在2010年時成為世界最先進

ICT國家，目標設定到2010年之前建立100%國民可利用高速及超高速網路之社會、

建立80%國民認為ICT可有效解決議題之社會、建立80%國民認為可透過ICT獲得安

全感的社會等。事實上該計畫的主軸是資訊的具體運用，要讓ICT深入民眾生活，

並解決所有民眾切身的問題，可說是整套的社會系統改造，以及數位內容之創造、

流通和利用，更是針對不同對象、特殊功能而量身訂做的整體服務，讓資訊與網

路能全面深入到日常生活各不同細節之中。光是為了要讓行政流程標準化，日本

政府提出《促進線上手續利用率建設方案》，訂定出175項關於登記、報稅、社會

保險等手續的詳細行動計畫，透過標準化的數據整合，最終目標在發展「服務隨

手可得之優質網路社會」(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UNS)。 

計畫推出後，韓國政府立即仿效日本的「u- Japan」政策，提出「IT 839 計

畫」，希望藉八大服務、三項基礎建設、九項成長動力，同樣也能創造韓國無所

不在社會的政策。為因應南韓邁向 U 化社會，2005 年 3 月南韓資訊通信部成立

u-Korea 策略規劃小組，完成 u-Korea 政策草案。到 2006 年 3 月確立 u-Korea 總

體政策規劃。u-Korea 要求建立無所不在的社會，利用智慧型網絡(諸如如 IPv6、

BcN、USN）以及最新的技術應用（諸如 DMB、Telematics、RFID）等先進的資訊

基礎建設，讓民眾充份享受科技智慧服務，並以「The FIRST u-society on the BEST 

u-Infrastructure」為願景策略。南韓特別著重生活應用以及家戶資訊化發展，希

望透過資訊通信科技在家戶層面的具體應用，達成 U 化社會的發展。 

相較於日本及南韓資訊化政策的推動，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NICI）過

去亦有計畫推動「數位台灣（e-Taiwan）計畫」及行動通訊化(M-Taiwan)的發展。

行政院在2007年3月底通過「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2007-2011年)」，在數位台灣計

畫基礎上，以優質網路化社會(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為主軸，掌握創新服務、

網路匯流、感知環境、安全信賴、人機連動等發展優質網路化社會的要件，來建

置好環境、營造好生活、發展UNS相關產業。同時著重規劃並推動符合民眾需求

的生活關鍵應用，加速優質網路化與環境的整備，進而解決社會經濟發展議題，

帶動科技化服務的發展。「發展優質網路化會計畫」將結合不同部會資源，以「在

地人為主角」的觀點長期耕耘，針對偏遠地區、銀髮族、弱勢團體、勞工與原住

民，提供上網誘因與訓練，整合既有行政資源並充分運用學校、圖書館等既有設

施，以提升全民資訊素養，透過縮減城鄉與產業數位落差，創造一個公平運用資

訊通信科技的環境與機會(e-Opportunity)，落實「社會公義」、「經濟發展」的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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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但是，上述日本、南韓及台灣關於 UNS 的發展，多從科技、硬體環境出發，

雖然在無障礙環境及全面寬頻網路環境建制上，達到一定程度方便性，但在方便

合宜使用環境上，仍有許多待改進空間。尤其是，不能從老人生活起居以及心理

狀態出發的話，技術上雖可行，卻不必然會為當事者使用。 

目前台灣社會許多長者並未與子女共同居住，如果子女住在國外或是城市中，

長者寧願住在自己習慣、有朋友及熟悉環境的處所。扮隨年紀增長，老化問題愈

來愈嚴重，子女擔心發生意外，若不是接來與子女居住，就只能住到老人安養院，

以避免偶發意外所可能造成的傷害。然而，為了很久才會出現一、兩次的意外，

長者被迫離開習慣的住所、熟悉的環境、長期的朋友，對其心理與生理都不是最

住安排，可以選擇的話，大多數人寧可留在自宅在地老化。隨著老化程度日益加

深，在地老化的理想愈來愈困難，成為人生中的障礙。事實上，完全依賴醫療照

顧是無法解決老化的問題，目前台灣日間照顧中心能提供服務人數相當有限，無

法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來臨。 

表 6  2008 年至 2016 年歷年日間照顧中心辦理情形22 

 
台灣關於「在地老化」的推動，是從 2005 年政府推動「台灣健康社區六星

計畫」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以及與行政院 2007 年核定的「我國長期

照顧十年計畫」。其中，相關服務希望以社區自主方式運作，並以長期照顧社區

營造的基本精神，提供老人社區化的預防照護。然而，在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

詢及轉介服務、餐飲服務、健康促進等項，以及「全人照顧、在地老化、多元連

續服務為長期照顧服務原則，加強照顧服務的發展與普及」等項，在具體推動時

都面臨困難。事實上，目前台灣的健康長照覆蓋率只有三成，其他七成的失能老

人仍是由家人照顧。面對少子化的趨勢，如不及早規劃，將無法面對台灣邁向超

                                                      
22 林品君(2016)，《台灣「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日間照顧中心定價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

大學社會福利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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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社會時的困境。 

面對人口結構的轉變，在醫療健康、照護人力與相關成本的考量上，資通訊

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則正可有效協助各項健康照

護資訊的記錄、整合與分享，提供各類型創新科技與軟硬體產品與服務，例如：

穿戴式裝置、物聯網與大數據等技術，而其中智慧感知網路應用則是藉由賦予物

體身分(IP)，透過不同的感測技術，執行對物體的辨識、定位、追蹤或收集物體外

在型態的改變等訊息，再透過網路通訊技術將訊息傳送至運算處理中心，進行訊

息的加值分析，最後依據分析結果採取對物體更有效率及智慧化的控制與管理，

由於全球網際網路與電信網路的發展，也使得人與人、物與物、人與物之間能夠

隨時隨地連網溝通，這些技術與特性期待將能有效建構符合人們生活方式與文化

的健康與高齡友善環境。 

在邁向高齡化的過程中，世界各國積極正視高齡者相關的服務與環境改善等

規劃與相關措施，並對老人基本生活與醫療方面投入更多資源，如居住安排、醫

療照顧與休閒活動等，而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也陸續提出健康城市

與友善城市等相關概念；然而台灣在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同時，隨著經濟發展與生

活水準的提升，城市生活也逐漸轉為健康與友善的追求，而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進步，也為各種健康長照

(Healthcare and Medicare)的規劃概念提供更為有效率以及有效益的解決方案，例

如：醫療照護資訊的數位化，健康資訊記錄、整合與分享，以及可穿戴式裝置的

長期照護應用等等。 

要讓老齡人口增權賦能(empowerment)，擺脫依賴的命運在地老化，需要利

用現有科技，包括 RFID, GIS, Video cam, 資訊管理系統，安排老人福祉科技，將

涉及到食、醫、住、行、育樂等生活領域的資訊納入到全面整合系統（包括智慧

住宅、醫療雲、交通雲、社福雲等架構）中，才能在制度面去除老年失能所造成

的障礙，讓老齡民眾能在自宅借助科技輔助，渡過有尊嚴且豐富多樣的晚年。 

關鍵不在科技，許多技術多已存在，也不是複雜技術，費用上也已不構成太

大困擾。關鍵還在人性，如何建制符合人性需求，讓長者可依其生活習性，自主

且有尊嚴地過著自在的生活，讓科技如同魚在水中融入日用生活居家環境中，則

是實現在地老化關鍵的一步。 

Peek等人有系統地檢視既有文獻中，關於影響在地老化接受電子科技的要素

分析。研究發現大部份文獻都採取質性研究，針對科技先期導入階段研究，並檢

視科技用來加強安全或提供社會互動的接受度。在先期導入階段對科技接受度的

影響計有27項影響因素，可以區分為六項主題：1)對科技的擔憂（例如，成本高、

隱私問題和方便性等)；2)技術的預期效益（例如：提高安全性、感知有用等）；

3)，對科技的需求（如：需求的感知和主觀健康狀況）；4)科技替代（例如，通

過家人或配偶的協助）；5)社會影響(例如：家庭、朋友及專業護理人員的影響)；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5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39 

 

6)老年人的特質（例如，在地老化的需求）。當比較這些先期的認知與後期的接

受度，發現諸如害怕被遺忘或失去技術的恐懼，往往在移植後期成為真實的生活

中的困擾。尤有甚者，諸如被察覺的需求與被汙名化會持續存在。23 

這是第一篇有系統地評估資通訊科技對在地老化影響的相關因素。研究發現

科技可以支持在地老化，但問題在於社區是否針對長者住宅使用這些技術有所準

備，目前的研究對那些因素會影響老人對科技的接受度尚不清楚。而在科技導入

前期及導入之後，老人對科技的接受有所改變。較好的做法是透過已經使用新科

技的專業護理人員、家庭成員和同事這些關鍵他人，並將科技好處傳達給老人家，

以影響他們對科技的接受度。 

想像，如果長者完全感受不到資訊科技的監控，卻又能享受社群網絡將生活

與子孫、朋友、同好聯結在一起的樂趣，生活與生命必定充滿了樂趣。長者不必

知悉所用電腦資訊科技的操作方式，只要對必要使用程序有基本瞭解，就能有效

運用科技來增權賦能，改善生活情境，當然是人生一大樂事。透過資訊軟硬體配

合，只有在異常狀況發生，或是不尋常作息模式出現，才會透過資訊程式，開啟

特定作業系統，在權限範圍中作業，通知必要的人員（社工員、子女、醫院、鄰

居等），按照標準作業流程進行必要干預，過程中全面維護當事者的尊嚴與權益，

不但不妨礙長者的自主性與自由度，更能避免意外所可能造成的傷害。 

早期健康居家科技的介入，可以延緩並減少高齡人口在身體機能及社會溝通

能力上衰退的速度，也可以大符減少對醫療人員及服務人員的依賴，不但有效降

低社會照顧成本，更能提昇晚年生活品質。目前台灣社會在地老化的福利，仍然

只有諸如居家服務、餐飲服務及日間照顧等生活照顧的服務，離 OECD 國家經驗，

讓老齡人口延長在家庭及社區中時間，保有尊嚴而獨立生活的標準仍有一段距離。

不孤單、在社區中與親友相互照料、積極參與多樣豐富的活動，隨時透過 ICT 科

技與親友交談溝通，長者的生理及心理都會更為健康強化。 

J.Fries 所提出的「疾病壓縮理論」（Compression of Morbidity），是指人類壽

命平均年數固定情況下，透過生活型態的改變，可以延緩慢性疾病的發生，縮短

老人處於生病或失能的時間，進而降低醫療成本，縮短疾病發生到自然生命終點

的時間，使老年人得以享有較長的健康生活。疾病壓縮理論的三項主要策略為：

1) 初級預防，但必須符合經濟效益；2)必須讓人樂於接受；3)必須大幅改善健康

行為。24最好的例子是芬蘭25，相對於台灣健保制度花費龐大經費在對病人照顧，

                                                      
23 S.T.M. Peek et al.(2014), "Review Factors influencing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for aging in place: 

A systemat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83(2014): 235–248 
24 Hubert, H. B. et al (2002). “Lifestyle Habits and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J Gerontol A Biol Sci 

Med Sci 57: M347-M351. 
http://biomedgerontology.oxfordjournals.org/cgi/content/full/57/6/M347; Fries, James(2003), 
“Measuring and Monitoring Success in Compressing Morbidity,”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39(5 
Pt 2), 455-459. http://colindepp.googlepages.com/friesClass5.pdf 

25 關於芬蘭活躍老化的作法，可參見〈活躍老化-貼心芬蘭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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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將諸多經費投資在前端的預防費用，推動運動保健，讓老人更加健康，因而

減少花費在醫療上的費用，同時增加長者生活上的樂趣。只有臨終前的兩星期，

才躺到床上過日子!」將疾病時間予以壓縮，藉改變原有思維而提昇長者生命的

價值與意義，達到積極老化的目標。 

避免疾病只是積極老化的基礎，維持身體與心理高功能則是進一步的目標，

最終則是能夠積極參與社會生活，讓生活滿意度，以及自我實現能在正向參與社

會生活中體現，讓老化成為生命歷程中豐富而多采多姿的一環，不但不再是障礙，

反而成為最輝煌的一面。一些研究指出，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對成功老化具有正

面積極意義。26規劃適當活動，讓高齡者實現自己人生目的，可以有效增進生活

價值與生命意義。本計畫合作單位，弘道老人基金會曾經策劃過系列活動，帶領

高齡者追求自己夢想，最有名的例子即為「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活動」，17 位平

均年齡 81 歲的長者，2 位曾罹患癌症、4 位需要戴助聽器、5 位有高血壓、8 位

有心臟疾病，每一位都有關節退化的毛病，但有效整合資源及妥適安排下，透過

身體、心理與社會多方面的平衡，成功追求自己的夢想，達到積極老化的目標，

開創屬於自己的燦爛日誌。只有能夠整合不同資源，即能有效安排足以促成積極

老化的適當活動，讓長者彼此扶持，豐富多元生命。 

如何運用既有科技，建立整合資訊系統，提供老人較好的生活品質與照顧，

實現在地老化目標，讓長者能夠積極老化，則是本論文的基本構想。 

 

三、建構「社會模型」解決方案 

由前文文獻資料整理，可以見出台灣當前老年照顧所面臨的問題。為了進一

步分析並規劃可行方案，我們將主要問題整理如下： 

1. 全球最低的出生率，讓台灣即將在不到 10 年間的，從高齡化社會到高齡社

會(107 年)，並邁入超高齡社會(民國 115 年)，老化速度全球第一。民國 150

年時總扶養比將增加至 112.5%。屆時，失能人口將佔所有人口 10.54%，老化

造成的照顧問題相當嚴重，1/4 的主要照顧者會有壓力性負荷。 

2. 目前長照人力嚴重不足，高度依賴外籍看護工，在東南亞經濟崛起後長期照

顧人力將出現嚴短缺現象。 

3. 依行政院核定之《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07 至 2016 年衛福部應編列

817.36 億元，但實際執行經費只有 356.43 億元，只有核定數的 43.6%，差距

甚大，衛福部指出「公務預算不足，長照財源無法永續」，甚至還要動到第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HzNY-uAws8); 〈樂在施予-貼心芬蘭 6-2〉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b7vDYw9-tE); 〈活出價值-貼心芬蘭 6-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dLxeEFdqKs); 〈助燃者-貼心芬蘭 6-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IunKvXd5mg); 〈獨立自主-貼心芬蘭 6-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6RGG5oOy2g) 
26 林麗惠(2006)，〈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與成功老化之研究〉，《生死學研究》第 4 期,頁 1-

36，2006/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HzNY-uAws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b7vDYw9-t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dLxeEFdqK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IunKvXd5m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6RGG5oOy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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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金及其他經費支應才能勉強維持水準。 

4. 高齡化不只在長照上需要增加財源，在醫療保健、社會保險與福利等支出都

會上升，整體勞動生產力更會下滑。50 歲以上民眾住院比例、平均每次住院

醫療費用、平均每日住院醫療費用都節節攀升。目前 65 歲以上老人醫療費

用已經超過總體醫療資源的 1/3，未來成長速度驚人，將成為社會龐大負擔。 

5. 要解決高齡化財務負擔，必須有全新思維，否則無法面對超高齡社會的財務

負擔。要保障獨立、社會參與、關懷、自我實現與尊嚴等聯合國老年原則，

必須導入疾病壓縮、積極老化、活躍老化、成功老化、在地老化等思維模式，

才能讓老年人人力資源的潛能得到充份解決。 

6. 其中，讓 ICT 科技融入日常生活各領域以形成有效支持的「社會模型」，應是

解決老化問題的重要思維模式。 

綜上所述，在規劃解決老年照顧時需要考量下列限制條件，才不會設計出無法

長期持續營運的短期方案： 

1. 政府財政困難、老化醫療支出速度攀昇、老年人口的比例增加快速，要解決

失能與看護的問題，無論是用外勞或是本地勞工都無法支持超高齡社會所需

工作人口。照顧人力不能再以傳統模式規劃、經費也不可能如過去般支出。 

2. 要解決高齡社會的困境，需考量：1)縮減所需服務年數及服務內容；2)運用

科技降低人力的依賴；3)將閒置的人力經轉換後成為可供運用的適當人力；

4)透過服務設計，將資源做最置配置以達到成效。 

過去，對高齡長者的社會關懷是以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的角度視之，重點集

中在安養院規劃、輔導與監督，獨居老人的關懷與送飯，以及醫療照顧等項，多

為事後補救式的作法。但如果採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所有勞務與服務都要透過

市場機制完成，現有財政體系無法面對未來高齡社會困境。即使西方福利國家制

度能彌補資本主義問題，但福利仍是放在市場經濟的框架中推動，也無法避免財

政困窘的難題。積極意義應以主動規劃，透過居家環境安排、活動與人際關係建

置，完成充足適切的支援系統，以彌補因生理上的老化，所帶來的限制，從社區

及社會的角度，為高齡者打造一個親切友善的居家生活環境。比較好的方式是以

「服務」取代「福利」，從共善角度出發，透過互惠式的服務模式，以期解決市

場化所面臨的困境。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才能，但也需要別人的服務，因此既是一個服務的提供者，

也同時是一個服務的接受者。傳統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的財務與勞務服務，都納

入到市場機制，換算成貨幣的中介來完成。但是，有時我們只是單純願意提供某

些個人孄熟的服務，或是需要別人的支持，其規模與內涵尚不構成在資本主義市

場中的交換行為，也不需要透過貨幣作為中介來完成。人與人之間的分享或互相

支持，在傳統社會中習慣性的活動，如果一定要以公錢價和計算後來完成，很容

易失去人性與社會價值中的意義。每個人都需要別人的服務，也同時能服務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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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彼此間這些服務的作為，許多人不希望簡化成市場中的交換。為了解決此一問

題，Edgar Cahn 教授在 1980 年時在英國提出時間銀行(Time Bank)的概念，希望

將不分貴賤的營動，透過電腦系統將每個人所提供的服務或接受的服務時數記錄

下來，完成互助合作社群的機制，付出時間協助別人的時間，預期在未來可以得

到所需的回饋。1995 年時 Cahn 建立了「美國時間銀行」(TimeBakns USA)組織，

積極推動時間銀行的運作。如今已有超過 30 個國家、500 個登記有案的時間銀

行、超過 37,000 個會員，更有超過三千個組織登記使用至少一項時間銀行的軟

體平台。時至今日，時間銀行所建立的“時間貨幣”或“時間信用”(time credits)

已經成為可以收/支的交易系統了。時間銀行遵守下列規則：不論提供的服務就

專業性上的價格是否有差異，所有時間在價值上均相等；時間信用不能販售也不

能轉換成金錢。會員運用時間信用只能在建樣社區資源、公益目的、提供個人支

持或是解決社會問題。當會員獲得一小時的服務，雖然道德上或社會義務上應償

付一小時回去，但這並沒有法律上的強制性。提供服務可以預期未來會有回報，

但更重要的是讓人們感覺到自己的服務是有價值的。前者是一種外在收獲，後者

則是一種內在收獲。由於許多時間銀行都局限在特定地域、特定服務性質，一些

跨不同時間銀行的聯盟開始形成，能夠提供跨時間銀行間的服務架構，突破個別

時間銀行的限制。27 

參與並協助社會時不僅以工作、金錢計價模式來提供勞務，同時能將合作的

價值有效推動，是一種互惠式交換服務的模式。其服務的內容可以包括教學、家

庭修繕、兒童照顧、長者照顧、法律諮詢、駕駛等，甚至娛樂大眾也可以成為交

換服務的一種方式。時間銀行可以視為時間的交易，是建基於下列五項核心價值

的原則：1)每個人都是資產；2)有些工作是超越金錢價格的；3)互惠式協助；4)社

會網絡是必要的；5)對所有人的尊重。Cahn認為時間銀行的觀念可以改變我們對

於健康照護的方式。長者計畫(Elderplan)是一種健康維護組織(HMO)，可以與時間

銀行結合，對長者推動活躍、參與式的生活樣式，鼓勵長者多參與社區並貢獻個

人的服務也同時得到別人的服務。數以萬計的服務時數被創造出來以協助他人，

而言些交易促進了人際關係，進形成網絡，更加強化了社區關係。28據美國退休

人協會的估計，家庭成員讓長者不必進護理之家付出了55%所需的照顧，估計每

年約有4,500億美元的非支付性服務。然而，隨著嬰兒出生潮世代逐漸成為退休

人口，這些服務的比重將逐年遞減，以45-64歲潛在照護提供者對80歲以上需要

照護人口的「照護支持比例」(caregiver support ratio)為例，2010年時為7:1, 到了

2030年時將達到4:1, 而到2050年時將高達3:1，未來將面臨的老人照護問題之嚴

                                                      
27 E.S.Cahn & C. Gray, “The Time Bank Solution,”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2015 Summer, 

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the_time_bank_solution  
28 K.Carpenter, “Time Banking re-weavers community,” 2013/12/20, 

http://www.transforminghealth.org/stories/2013/12/time-banking-re-weaves-communit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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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可想而知。29存在照顧上的落差，時間銀行可以提供協助，無論是友誼性訪視、

電話關懷、購物、交通、家居簡單修繕、閱讀郵件、協助支付帳單、照顧者的喘

息服務、同儕諮詢等等，可以有效降低照護所需支應的龐大費用並能讓長者身心

靈得到更好的關懷，讓社區能夠創造更好的交換中介而不必凡事都透過市場價和

來完成。以美國賓州Allentown的Lehigh Valley醫院所經營的時間銀行為例 500位

成員每年對長者及身心障礙人士均能產出一萬至一萬五千小時的信用。又如，馬

禮蘭州幾個郡的Partners in Care，提供無法駕駛長者的交通接送服務在2012年總

計高達174,000英哩。這些項目如果全部納入到付費市場交易，其服務內容及品

質均將限縮。透過科技進步以及可運用的資料庫提供，搜尋未開發的資產以滿足

未媒合的需求，其成本已能有效降低，甚至讓交易的記錄也能有效達成。2015年

4月TimeBanks USA更開放Community Weaver軟體，讓人們可以透過智慧手機或平

版電腦就能登錄並計算時間信用的收與支。時間銀行已經成為類似Airbnb、Lyft等

“共享經濟”的一部份，終將從利潤趨動生產模式，朝向基於同儕合作關係的網

絡基礎生產模式而轉換。30這種基於共善的團體合作模式，最適合採取合作事業

模式來推動。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主張運用時間銀行模式來解決老人福利問題。

民國93年時將「全國志願服務連線計畫」更名為「人力時間銀行」，並積極推動

「雙軌(two-way)」服務，鼓勵助人者提領服務自助或轉贈他人；而被服務者日後

也有機會成為助人者，以落實互助的核心價值。此一計畫結合社政單位推動「建

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將老人照顧負擔轉換成凝聚在地互助的力量。

但目前台灣推動時間銀行尚屬實驗計畫，管理機制仍有相當改進空間。31 

以台中市為例，配合中央長照 2.0 計畫，推動「托老一條龍-721」政策，希

望整合政府、社區、醫療等相關資源，從健康時期的預防準備，到失能階段的長

期照顧，達成 7 成老人健康樂活、預防成為被照顧者，2 成亞健康老人提升復原

力、強化生活自理能力，1 成失能老人獲得完善照顧之目標。這是將活躍老化的

作法納入到政策中，將預算投入到預防階段，以壓縮後期照護的作法，節約更為

龐大晚期照顧的費用。台中市 277 萬設籍人口，社會局的經費上只有不到台北市

的一半，人員編制更只有 1/4，但幅員為台北市的八倍，城鄉差距過大，資源分

佈不均，每個區域的生態、人口與文化差異甚大，山區東勢、新社、石岡、和平

區老人人口比例最高；大里、太平、北屯區是人口外移最多區域，也是新移民比

                                                      
29 D. Redfoot et al. “The Aging of the Baby Boom and the Growing Care Gap: A Look at Future 

Declines in the Availability of Family Caregivers, Insight on the Issues 85, August 2013, 

http://www.aarp.org/content/dam/aarp/research/public_policy_institute/ltc/2013/baby-

boom-and-the-growing-care-gap-insight-AARP-ppi-ltc.pdf 
30 E.S.Cahn & C. Gray, “The Time Bank Solution,”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2015 Summer, 

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the_time_bank_solution  
31 國家發展委員會，〈「時間銀行」的觀念與運用〉，2013/9/13, 

http://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 

http://www.lvhn.org/
http://www.partnersincare.org/
http://timebanks.org/get-started/community-we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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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最高）地區；大安、和平區屬農業區域；東區、西區、南區、北區、中區、西

屯區、南屯區雖是都會區但亦有各自差異。這些差異造成在社會福利需求上有所

不同，地區特性亦成為資源配置時重要考量。因此，如何透過資訊科技有效整合

資源、分配資源配置，為需求者依輕重緩急安排適切服務，是長青福利事務成敗

的關鍵。 

台中市現有573個社區(合併前台中縣403個，台中市170個)，成功老化、在地

老化雖然是老人家在自家努力的目標，但就支援系統而言，最重要的發生場域在

社區。如果在個人家庭能解決的問題，社區只要提供協助即不構成更大困擾；如

果能在社區內解決的問題，縣市政府只要提供協助就能發揮社區功能。然而，狐

立看待問題，往往無法真正解決問題，需要將資源整合的角度建立有效支持系統，

才能發揮支援與互助的功能。 

公部門深知問題所在，也有相當程度規劃，台中市政府多年前即已從規劃避

免疾病、維持好的身體與心智功能，促進社會心理層面的健康的相關福利措施出

發，推進「成功老化」的目標。從尊重老人人權、建構符合老化的正常化和社會

整合的相關策略，協助老人「積極老化」。再透過評估地區性需求，由公、民營、

非營利組織或社區居民一起協助發展多元「在地」服務，提供居家支持、連結資

源等建構社區照顧網絡，達到「在地老化」的目的。此三化的理念，成為政策與

服務方案的指導原則。在此原則下，補助65歲以上健保費自付額、設置146處社

區關懷據點、設立長青快樂學堂、安排大人日與網網相連協助、推展長照計畫（包

括居家式照顧、社區式照顧、機構式照顧等）、以及開辦失能日間照顧中心等，

都是尋求積極達到「成功老化」、「積極老化」、「在地老化」目標的措施。而這所

有的構想，都必須透過凝聚社區意識，以社會培力方式完成，具體作法如下：「發

掘出每個區的社區特色與開創各種福利服務方案，提供居民可近性服務，並訂為

政策優先獎助項目。……設置社區發展育成中心，以建置社區資料庫、提供社區

協力、諮詢、研究等服務項目，以提升社區能量，成為社區的夥伴中心。希望透

過設置專責人力，深入社區進行輔導，提昇社區在會務運作、社區工作規劃與執

行等面向之能力，並能達到自主、自助、互助之社區工作目標。」32 為了讓弱勢

者得到相關補助資訊以提供適時援助，需要積極培訓村里長、村幹事、鄰長、大

樓管理員等第一線接觸老人者，熟悉最迫切的福利服務內容，成為福利資訊傳遞

者，並通報陷入困境或失能的個案，讓其在事件發生第一時間可順利獲得資源。 

這種養老照護的模式，個人、家庭與政府部門間，各自有不同任務與作法，

分的很清楚，長照政策主要仍是由上而下的規劃與推動，雖然已經整合了不同的

資源與人力，但是，仍將面臨老年照護資源的不足。如果能夠透過網路社群的群

眾外包(Crowdsourcing)力量，讓不同市民由下而上參與養老照護的資料彙集、資

                                                      
32 王秀燕(2011)，〈資源均衡，福利深入最底層—臺中市社福政策願景〉，《社區發展季

刊》， 134:194-207, http://www.sowf.moi.gov.tw/19/quarterly/data/134/27.pdf, 頁 203 

http://www.sowf.moi.gov.tw/19/quarterly/data/134/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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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協調以及人力和時間的調度，就能將時間銀行觀念運用在養老照護的服務系統

建構。例如，針對各區失能老人普查、瞭解真正需求，進而盤點可資運用的人力

與資源，希望透過跨域的合作及整合，建立整合式服務模式。如果能規劃並運用

手機 APP 群眾智慧的資源整合平台，就能由下而上有效針對需求與資源提供，做

出最適配置規劃。由民眾自身需求及有意願提供的資源出發，建立有效互動的管

理機制，讓更高目標可以達成的共創、共享機制，可以建構出(1)適地性自願式地

理資訊和(2)社群媒體巨量資料庫媒合平台。只要透過智慧手機 APP 的設計，自

願式資訊提供在技術層面上很容易克服，先從有迫切需要的個人及家庭出發，再

進一步整合到所有民眾，很容易就能達到初期目標，並將適地性的量化數據進行

雲端資訊整合；第二部分則是強調透過網路媒體社群所共構的巨量資料，經由演

算法抽取出具模式分析的資訊並加以結構化的描述，適時提供適切的服務提醒，

並節約不必要的訪視或服務。這種由下而上透過民眾自發參與，所建制出的管理

機制，可以讓服務效能達到最高，也能透過時間銀行概念建立長期互助、分享的

共創服務機制。甚至，如能透過大數據分析，以 Deep Learning 的模式分析，更

能在需要服務之前就完成資訊分析，並建立 GIS 最適服務流程的規劃，可以大量

減少運用人力才能完成的服務，讓適時、及時、同時的有效服務模式，提供長者

及家庭所需的最適支持系統，如此，才能建立智慧長照的管理系統。 

事實上，以「障礙」的社會性定義視之，老年人並非無法提供服務的人力，

甚至，年輕老人仍有許多機會能服務老老人，而老老人在其專長與經驗累積情況

下，仍能提供不同人適當的服務。因此，一方面，民間能夠提供服務的人力、時

間能優先進入到時間銀行架構下的互惠交換系統中；另一方面公部門能提供的核

心服務，能與民間資源做有效整合，補充單靠民間無法完成的照護服務，讓資源

不重覆而能運用到最適當場域，有效節約照護成本。 

於是，在時間銀行架構下，將所有人能提供不同的服務加以整合，建構出一

個足以推動社區資源整合的在地老化、積極老化的「服務設計」框架，以面對台

灣即將到臨的超高齡社會。當然，仍需借助資訊通信科技的導入，才能發揮其功

能，但是，ICT 科技導入，不能以技術為本位，而是將 ICT 科技納入到此一服務

框架中，才能發揮其應有功能。因此，運用科技是手段，資訊整合是策略，目的

是要建構出適合高齡長者居住、生活、學習、養生保健、醫療的在地環境，不必

到安養院，也不勞煩社工員定期定時訪視，更不需要每週到醫院視診，就能適時、

合宜、依需求得到所需的服務。 

【住】將自動控制、無線感應相關納入智慧住宅構想，運用 RFID 技術，進

行非侵入式監控，並保障使用者個人隱私。將科技從人性化角度融入日常生活中，

在人工智慧程式協助下，有異常行為模式，或是違反長者行為模式時，透過授權

處理程序，開啟 Video Cam 並運用電話及影像等 ICT 工具，協助及早發現問題，

並適時解決問題。讓老人可以在地老化，在自己熟悉且溫馨的環境中老化，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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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到安養院，也能得到更佳的服務。 

【行】透過地理資訊系統(GIS)以及交通雲安排，整合公車、遊覽車、復康巴

士、計程車、可提供協助的私人車輛，讓長者的郊遊、就醫、購物等，都能以社

區為單位，分配並規劃出最適資源配置與動線，在科技基礎下，充份運用社會所

有資源而不浪費既有資源。 

【食】無論是獨居長者的送飯、食材配送、個人口味選擇、社區共同炊煮、

分享美食等，都能運用網際網路溝通、協調與最適化安排，以社區為單位加以整

合，達到社交、互動與分享的精神，增添生活樂趣，讓長者是在人情與社區扶持

的氛圍中快樂生活。 

【醫】在智慧住宅安排中，許多高齡長者居家潛存危機及困擾，都能透過老

人福祉科技的安排，透過資訊整合系統，納入到醫療雲建制的架構中，減少不必

要的醫療行為，在需要時及時適切地得到醫療服務，避免高齡長者在最需要時得

不到支援，在不需要時浪費過多資源的困擾。同時採取行為模式的歸納，在違反

常模的情況下才會啟動授權模式下的不同監控模式，適時、適量地提供服務，以

避免不必要的人力負擔。 

【育樂】透過 ICT 科技，長者可以隨時與散在各地的家人及朋友聊天互動，

並安排自己的娛樂和學習活動，體現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精神。同時，透過

長青學苑及樂齡大學的安排，長者可透過學習不同的生活知識而豐富未來生活，

還可將自己畢生的寶貴經驗與他人交流，或是空餘時間擔任志工，服務社區、回

饋社會，讓社會充滿愛心與朝氣。此外，透過資迅系統協助，更能有效適切地安

排自己的娛樂與旅遊。 

以上是從個人層面討論，就社區以及公部門資源整合而言，所有與老人福祉

相關的業務與活動都不應是個別獨立的事項，而應該與其他單位、活動、社區資

源整合，發揮共享、協同分工的效益。例如，看病不再是耗去一天的負擔，應結

合觀光、參訪、學習，透過不同單位跨領域整合，讓長者每天生活都充滿整合、

知識學習、人際互動和娛樂的功效，培養積極、健康而正面的態度，讓人「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四、透過合作事業達成社區資源整合的在地老化、積極老化方案 

1995 年國際合作聯盟(ICA)將合作社定義為：「透過志願結合，以實現共同經

濟、社會與文化需求及期望，所形成共同擁有及民主控制的自治協會式企業」。

合作社的基本則包括：1)自願而開放的社員制；2)民主化的社員控制；3) 社員經

濟參與；4)自主與獨立；5)教育、培訓與信息提供；6) 合作社間的合作；7) 社區

關懷。33志願性、會員資格開放、平等、民主管控、經濟參與、公正等社會價值

是合作社的基本原則，我國合作社法第一條即定義「合作社，指依平等原則，在

                                                      
33 http://www.ica.coop/en/what-co-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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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組織之基礎上，以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而其社

員人數及股金總額均可變動之團體。」 

上述解決老化問題的設計，需要包括社區與公部門資源整合、時間銀行觀念

導入、科技運用的導入，更重要的這應該是由下而上的資源整合。因此，目前公

部門由上而下所推動的長照體制，雖然可以解決主要問題，但在資源配置與效率

上仍無法全面發揮。更重要的是，當超高齡社會來臨時，目前長照體制不可能有

足夠經費及資源來解決所有問題。因此，我們需要新的思維來設計出能真正面對

超高齡社會的服務設計方案。其中，合作社是人的組合，是志願性結合，且以社

會公義及資源共享為出發，完全符合前文對解決老化的構想，可以成為最好的執

行單位。 

前文討論時間銀行時，其規模與服務範圍仍然有限，一方面合作社會員可以

彼此提供服務，但另方面如果解決老化問題的資源均來自會員間的交換，其格局

乃相當有限，無法支撐一個永續經營的框架。要將格局放大，就必須金錢及時間

信用同時納入框架中，讓會員與非會員，以及跨不同合作社、非營利組織、社會

企業、營利企業、社區、政府等不同單位都能整合起來，才能發揮事功。同時，

需要將能運用到的感應器、RFID 晶片、CAM、智慧手機、APP、平版等裝置結合

成物聯網，將信息與醫院、社區、社工輔導單位連結，同時規劃透過數據分析來

趨動的行為模式分析判斷系統，以及早發現問題並適時解決問題。 

初期先從檢討既有智慧住宅與科技產品不符合人性需求面的問題出發，並透

過調查、分析老人日常生活規律，以及其生活模式和心理需求，進而尋求科技與

人性結合的可能，揭露高齡社會所可能面對的問題。再針對特定社區成員成立合

作社，運用科技來整合資源、規劃智慧住宅，並從社區整體角度利用 GIS 考量資

源最適配置方式，同時能與社會局、非營利組織、醫院、社區、相關的公部門等

單位加以整合，擴大處理範圍，以期從點而擴大到面，進而成為全面性推動的計

畫，全方位照顧到高齡長者生活起居等各領域的活動。此一規劃須跳脫過去公部

門將任務與服務對象細部區分為不同業務，個別處理單一業務的作法，將公部門

所有資源、民間團體的資源，包括文化、交通、醫療、教育、觀光、服務等過去

分屬不同領域的獨立活動加以整合，運用雲端資訊平台，整合並彈性分配所有支

援系統，發揮最小成本最大利益之功效。 

要達到此一目標，需在所有不同領域整合時，首重人性化考量，並跳脫業務

單位的考量，而是從使用者、被照顧者的角度來規劃最適條件，而所有系統的成

功，都需要配合人性化考量，否則不可能竟功。透過掌握長者生活作息模式、心

理需求，才能讓長者的生活更為充實，也成為服務的提供者，滿足互惠、互利的

目標，達到成功老化的目的。因此，構思在地老化時，科技固然重要，但應建構

在社會模型之中，才能發展出符合人性需求的制度。時間銀行是手段，最終目標，

在於節約既有醫療和照護的費用及資源、提高生活品質、不同年齡社區居民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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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在地老化、積極老化、活出有尊嚴且多采多姿的健康生活。 

而透過合作事業與公部門整合，才能跳脫過去限制，有效整合不同資源、需

求、服務，讓此一服務設計的理念能夠具體落實。同時，透過合作事業的規劃，

才能在時間銀行、資訊科技應用、GIS 最適地理資訊系統應用、行為模式設計的

框架中，有效規劃下列制度化設計： 

1. 預防醫學系統建構：針對現有高齡者進行測量監控，並結合社區照顧關懷或

衛生局所或社區醫療機構與鄰里等據點，全面推動運動與健康體能、跌倒防

制、健康飲食、口腔保健、菸害防制、心理健康、社會參與、疾病篩檢等現

有工作，透過大數據觀念能夠有效分析疾病與飲食之關聯，定時定點由營養

師及醫療機構進行講座協助預防疾病，藉此降低醫療資源的使用，但又能得

到更好的預防照顧。 

2. 健康與長照服務中心：此為政府既有的服務內容，尤其對於「非健康」與「高

齡者」甚為重要，項目包括有市民的居家護理、社區及居家復健、喘息服務、

照顧服務、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與交通接送服務等，此中心可進行相關服務的派遣及當地

醫療機構之聯繫，有效提高患者與醫生的協調與溝通，以利台中市資源的整

合與配置。例如：現有的慢性病照護網資訊提供，或是與醫護機構共同打造

高齡友善健康環境。 

3. 提供消費資訊與低成本的購物資源(類似物流中心)，由於高齡者購物不便，

若能透過物聯網模式提供相對性的購物資訊，一方面可以帶動消費，另外一

方面可讓高齡者以團購的方式進行議價，如此將可以降低消費成本。 

4. 共乘共享中心：透過資訊系統媒合交通乘載、旅遊、地區文化特色導覽、青

銀共創模式開發，讓每個人潛在能量都能得到發揮，也讓每個人的需求都能

透過共享平台得到滿足，達到身心靈平衡目標，以利活躍老化之目的。 

5. 樂齡學園：與大學合作，鼓勵健康的老人能夠參與社區大學，並以服務中心

模式協助課程的開設與配置，在可行的條件下並賦予學位，透過教育的方式

能夠讓高齡者或慢性病者自己進行科技的應用，提升知識智能的應用。 

6. 健康照護商品設計中心：目前健康照護與穿戴裝置的商品深具多樣性，包括

耳機、智慧眼鏡、手錶等，皆以健康監測及個人化行動醫療照護裝置為主，

對於高齡者或慢性疾病患者，可減少突發狀況發生，也可解決照護人員不足

的問題。而未來可以物聯網為基礎發想，包含：定位、量測、感測、遠端影

像等相關產品的創造，藉此與居家生活照護、健康醫療進行連結，提供更便

利的生活。同時，連結創業家發展銀色經濟，並以地方特色為主軸，且從高

齡友善的角度進行思考，創造以人為本之商品。 

上述這些模式，都可以透過合作事業方式啟動。其出發點是在面對即將來臨的超

高齡化社會，設計一套讓醫療照護制度不致破產的服務設計制度。設計時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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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理論出發，希望讓長者身心健康達到活躍老化的目的，以讓老齡人口增權賦

能。同時，透過障礙的社會定義，認定所有人都有能力提供服務，只是不能用資

本主義市場價值來衡量，因此要將時間銀行觀念導入，讓所有人能彼此服務，解

決照護經費與人力不足的困境。為了有效達成此一目標，必須有強而有力的組織

來推動整合，因此，透過合作事業將個人、家庭、社區、醫院、機構、公部門等

不同資源與人力加以整合，並能運用ICT科技導入日常照護系統，再透過GIS建立

最適分配模式，同時導入行為模式分析，透過大數據來預估並分配資源，以達最

佳服務狀態。而這種服務設計更應將時間信用和金錢資本加以整合，且讓每個人

相信自己有能力提供服務並接受別人服務，以「服務設計」取代「福利制度」，

讓每個人都能在地老化，並享受高品質、快樂的晚年。 

因此，透過合作事業可以達成社區資源整合的在地老化、積極老化目標。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針對各不同環節規劃小型的實驗計畫，以利整體架構具

體發揮其功效。基本的分析架構如圖5所示。這當然不是唯一可行方案，但卻是

考量不同要素後，能提出有效整合資源，建置出面對超高齡社會來臨，讓財政

支出與健保給付不致破產的一套服務設計流程。  

 
圖 5：透過時間銀行推動在地老化的服務設計架構圖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福利國家制度，很難有效解決高齡社會所帶來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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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透過合作事業的智慧，導入時間銀行觀念，並以 ICT 資訊科技輔助，規劃

出整合資源與人力的服務設計流程，適時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案。這不但符合人

性，更能透過共享、互惠、資源整合，節約資源並提高民眾的滿意度，是目前

針對即將到來的超高齡社會，所能提出的較佳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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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合作事業達成社區資源整合的在地老化、積極老化研究 

與談人: 李桂秋 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很高興有機會能夠拜讀翟教授與陳老師這篇文章，本文給人感覺似如沐春風

的享受，郤又有欲罷不能想要趕快閱讀完畢了解作者的想法，此篇讓本人受益良

多。我們都知道老化是每個人必經的生命歷程，如何達到成功老化、積極老化及

在地老化的目標?加上長照需求會增加政府財政支出，長照之財源又該如何取得?

老者有無創造財源的機會以及就業機會?上述所提之論點均頗值得我們大家共同

深思討論。 

一、茲將讀後心得及該篇文章優點彙整如下： 

1.首先作者以近年來實際數據資料引經據典說明了台灣人口老化已是時代趨       

勢之演變所不可避免的現象。 

2.作者指出衛福部公部門的長照財源欠缺之問題，依照核定經費 817.36 億元，但

是實際執行金額實無法支持推動長照制度。內文並提到 2010 年資料顯示，65

歲以上老人每 4.7 當中就有 1 人住院且醫療費用 68,507 元，顯示人口老化造

成醫療費用成長過速，形成社會龐大的醫療負擔。 

3.作者依據 J.Rowe &R.Kahn 主張「老」不等於「病」，並區分「成功老化」、「一

般老化」與「病態老化」等定義。 

4.正向老化、有生產力的老化、成功老化、健康老化、活躍老化、強健老化及超

越老化，作者以社會參與的角度，探討高齡化老者可否創造其本身對社會的貢

獻，而老人並非是成為社會的負擔者。 

5.作者利用社會模型，從社會價值觀點說明應該改善社會環境、彌補機制上的缺

失，讓所有人都能過著有尊嚴、有意義的人生。 

6.利用社會制度（舉例諸如芬蘭將經費幫助老人運動及身心健康之用）與公共政

策之結合，可以減少老年人成為社會的負擔。其中亦提到日本重視人口老化，

運用自動化及資訊科技的結合，解決人口老化問題。韓國利用智慧型網路及最

新技術優化社會的發展，作者文中說明各國對高齡化社會的重視與關注。 

7.作者依據相關文獻提出結合資通訊科技(ICT)平台及資訊網路應用，解決有關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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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食、醫、住、行、育樂建構全面性的整合型系統。 

8.作者依 J.Fries 主張提出「疾病壓縮理論」改變老人原有思維，進而提昇長者的

生命價值與意義，達到積極老化的目標。 

二、擬請教作者的意見與看法： 

1.依據本文第 26 頁提到世界衛生組織希望老年人享受更長的壽命和生活品質及

個人健康的保障、社會參與與社會安全，試問如何與該篇文章的圖 5 架構做相

互對應的結合?由於整體支援系統之設立需要相當龐大的經費，請問在策略上

應該如何實施及解決設立系統財源的問題? 

2.我們希望老年人能夠成為支持社區發展的穩定力量。若是仿照北歐各國推動活

躍老化，希望老人只有 2 週需要住院及照顧，讓其生活品質提高，又不脫離社

會生活，而且政府的財務負擔也可以減輕許多。本人非常認同且支持作者的論

點，但是如何讓老者認知此種觀念?試問該如何落實並貫徹在社區領域? 

3.本文圖 5 第 43 頁架構圖，可否請作者說明以圖 5 流程圖如何凸顯出合作事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功能? 

4.若要全面性系統之整合，其整體性功能以及相互彼此間由下而上結合的問題，

此時請問政府應該扮演何種角色? 

三、建議事項 

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LO)於 2017 年 6 月 7 日舉辦第 106 國際勞工組織研討

會，其內容提到勞工者基本權益及人權，該研討會所關注的兩個重要議題：1 社

會對話(social dialogue )及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ics); 2 創造綠色工作(green job 

creation)。依據 ILO 最新報告書的資料顯示：到 2025 年，希望將男女勞動參與

率兩者差距縮小 25％，此可以為全球經濟增加 5.8 萬億美元，並增加稅收。依照

作者 Steven Tobin 和 Sheena Yoon 介紹了 2017 年世界就業和社會展望（WESO）

乙文 - 探討婦女就業趨勢，解釋了過去一年婦女所獲得的就業收益和損失以及

他們進入和留在當今勞動市場的障礙與限制。內文提到如何幫助婦女進入勞動市

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2017 年全球婦女勞動參與率僅為 49％，比男子比例下降

了近 27％（詳見附表 1），預計在 2018 年仍將保持不變。 

2014 年 G20 領導者曾經承諾希望於 2025 年將男女勞動參與率差距縮小 25

％。全球稅收可能會增加 1.5 萬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係屬新興國家（990 億美元）

和已開發國家（約 5300 億美元）。北非，阿拉伯國家和南亞等地區將會看到此種

男女勞動參與改變的最大好處，因為在這些地區，男女勞動參與率差距超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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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訊息，不禁讓我想起高齡化社會的就業問題與其所探討的主題是否

與老者有關?我們有沒有考慮到女性在長照制度下的工作機會與其關連性及婦女

所扮演的角色?當然，為了達到成功老化、積極老化及在地老化之理想，若是將

醫療模型及社會模型一起融入，再加上政府的公共政策一起考量，我相信成功老

化、積極老化及在地老化的目標應該是可以達成。茲提出以下建議事項僅供參考。 

1.目前安養院經費不是每個家庭所能夠提供的支出費用。本人建議贊成在地老化

並配合政府的公共政策及環境設施的實施，加強提昇台灣高齡化友善城市之良

好實踐。 

2.透過產、官、學合作的教育宣導讓老年人不致對其未來生活產生恐懼與害怕。 

3.為了促進婦女的福祉及工作就業機會，長照制度的實施可否依據 ILO 所提建議

提高婦女們在長照需求的勞動參與率，相信婦女們都希望能得到一份工作，創

造婦女更美好的未來。。 

4.以示範區的試點方式先行經營在地老化並配合社區經營發展，俟經營成功之後

再覆蓋全國性全面實施。 

5.擬建議本文作者針對上述論文能否提出短、中及長期策略規畫目標，俾利在地

老化及積極老化逐步循序漸近的達成，進而達成老者的成功老化目標。 

6.讓老者加入志工行列，減少人力資源不足及資源的浪費，並且利用時間銀行概

念幫助解決老人其生活需求。 

7.利用儲蓄互助協會的力量，協助老人經營長照需求的業務。以共享經濟、照顧

經濟的觀點，融入至長照需求的領域。 

8.創新改革，其中包括思維創新的改革、互聯網運用及大數據的實施。諸如綠色

經濟的開創，綠色工作的開啟，結合合作事業、企業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共同合

作創造未來高齡化社會的永續發展。 

科技技術不斷進步，我們相信未來的老人長照需求也會不斷改善，未來機器人

的使用也是可以被預期到的，如何在科技與人類核心價值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發

展，讓老者在高齡化社會能夠過的更有尊嚴與自在，這是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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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男性與女性勞動參與率兩者差距縮短之潛在影響 

 

資料來源：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 Trends for Women 2017.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gaps for 2017 are proj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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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合作事業達成社區資源整合的在地老化、積極老化研究 

與談人：陳慧真(古錐) 秘書 

台中市南屯區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一、摘要及關鍵字 

人口老化是當今世界各先進國家共同面臨的社會變遷經驗，惟西方國家從上

個世紀初、中葉以來就經歷了如何面對人口老化的課題；這些國家約有近百年來

作準備，但我國老人人口則預估在24年間(82年至106年)，將從7％爬升至14.0％，

顯見我國老年人口快速增加之趨勢。隨著老年人口快速成長，慢性病與功能障礙

的盛行率將急遽上升，相對的失能人口也將大幅增加，其所導致的長期照顧(長

期照顧以下簡稱長照)需求也隨之遽增。以行政院102年12月9日核定之「友善關

懷老人服務方案第2期計畫」為施政重點，強化健康促進，延緩進入失能時間，

引進民間資源，推廣社會企業服務模式，提供多元服務。開創銀髮產業，引進民

間資源參與長照與老人生活支持服務，透過標竿新產品開發輔導計畫、小型企業

創新研發計畫等補助方式，鼓勵業者研發適合高齡使用之生活產品及服務；另建

立跨領域合作平台，辦理健康促進服務產業及投資機會研析調查，共同開發適合

健康及亞健康老人適合之服務商業模式，並推廣社會企業概念，協助民間發展社

會企業，參與老人服務。 

二、在地老化需求與可能性 

我國人口結構面臨兩大挑戰：一是未來老化速度遠高於歐美國家，二是家庭

照顧老人的功能與比重愈趨式微，為因應高齡與失能人口成長帶來長照需求的增

加，如:健康老人（約占老年人口83.5%），及失能老人為對象的「高齡社會全照

顧系統的規劃」概念（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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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高齡社會全照顧系統的規劃 

以老人全照顧概念為出發點，則民眾所需要的照顧服務，不僅包括醫療照護，

及失能者所需的長照服務，更包括生活照顧。所訂定的全人全照顧政策，如圖二。 

 

圖二、老人全人全照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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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對於即將到來的高齡社會，面臨人口快速老化、家庭與生活型態改變、社

會價值變遷的問題與挑戰，必須有更前瞻整體的政策規劃，以滿足高齡者對健康

照顧、長照、基本生活、支持網絡、人力再運用、運動休閒及消費、無障礙生活

及破除歧視等的多元需求，爰規劃研擬高齡社會白皮書，擘劃建構「健康、幸福、

活力、友善」高齡社會願景，以延長國人健康年數、減少失能老人人口為政策核

心主軸，期待讓我國民眾均能享有健康快樂有尊嚴的老年生活。另針對 16.5%的

失能老人，則以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發展長照。 

    參考 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  

        (104~107年) (核定本) 

三、社會資源運用 

市政府資源:補助款支援、諮詢、協助。 

在地衛生所:醫療.食品.資訊的講座與宣導 

社會企業:物資的支援.機構志工的活動支援 

鄰近大學:問卷的調查、口腔保健、講座宣導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一) 關懷訪視：針對社區內弱勢、獨居、行動不便或其他需要關懷訪視之老人進

行訪視、量血壓保健等服務，並列冊管理，了解及關懷長輩們的身心狀況及

福利需求，給予情緒支持，協助連結醫療照護及社會福利資源，並鼓勵至長

輩走出家門，到據點參加健康促進活動。 

(二) 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透過電話問安，瞭解平日較少到關懷據點參加

活動及行動不便的老人生活狀況，如家庭、與親友及鄰居互動、健康、生活

安排等，讓其感受關懷，並協助尋求社會福利、醫療照護資源，適時安排關

懷轉介服務。 

(三) 餐飲服務：於每次健康促進活動後，以集中用餐方式提供營養餐食，或是針

對無法來據點之長輩提供送餐服務，此能維持健康需求外，亦可減少高齡老

人炊食之危險及購物之不便，幫助老人與社會接觸，獲得情緒支持。 

(四) 健康促進活動：辦理靜態與動態的內容，透過活動帶領，增加老人對健康之

管理，進而改善健康狀況，並善用各種人力、物力資源，規劃不同類型之活

動，如量血壓、講座、知識成長學習、體適能帶動及檢測、身體機能活化運

動、手工藝創作、音樂性活動、配合節慶活動、團康及團體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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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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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一) 

主持人  簡士超副院長－逢甲大學商學院 

    我們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于董事長，還有合作事業的各位嘉賓、各位

長官，臺北大學的黃主任與方秘書長，當然我們今天發表人翟本瑞翟主任，今

天早上特別地有感覺，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第 95 屆國際合作節，在這裡問聲好，

大家好!我非常有感覺是因為剛剛從開場，以及我們于老師跟各位分享在合作事

業發展的過程裡面，可以做些什麼事情，以及未來許多關鍵的發展，尤其我們

第一篇的論文談到在地老化、積極老化的一個人口的議題。 

    我的感動在哪裡？跟各位分享幾點，第一點，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合作事業

從英國開始，我們都知道工業革命從英國開始，因為我個人是教品牌跟美學

的，在品牌跟美學裡面有一個很關鍵的探討，就是為什麼我們到歐洲去的時

候，他們生活上面總有一份優雅，總有一份美麗，或者是人跟人的眼神裡面總

有一份美德，我們只知道工業革命，我們不知道在工業革命的同時它有一個很

巨大的運動，這個巨大的運動叫做現代主義，又叫做工藝運動，所以一邊是科

技往前，工業革命往前，因為對於人性，對於心靈這一邊已知的主導人，很多

對這件事情覺得有點可憐，如果各位看過梵谷的畫，他畫礦工，畫得那麼好，

如果各位看過拾穗，就知道說，那個時期真是很辛苦的時期，確實是資本支應

著的，所以它有一塊很不滿的運動正在前進當中，那個就叫做工藝運動，工藝

運動的結果影響著現在所有的設計系，我們今天翟主任要講的就是服務設計。

事實上在追求人類比較好的一個生活模式、經營模式、企業模式，走了很長，

所以我今天特別有感而發，因為九十五年真是很長的時間。如果以一個組織來

說，有一個九十五年的組織，它的文化、它的風格、它的特性已經慢慢形成

了，尤其是在台灣，那各位有沒有慢慢感覺到板塊正在挪移，今天翟主任也會

談到資本主義與另外一個正在板塊挪移，可能是倫理，那我從于董事長這邊得

知，其實倫理就是組織。我們教管理學的老師很清楚，其實倫理就是組織，孔

子的四書，所有的組織真正的議題一語道破，我的台語不太好，我大概聽看

看，這個是傳統的一個字彙，他是這樣講的，他說我們在團隊裡面，總是有很

強的，但是總是也有很弱的，很弱的我們有可能叫做烙賽馬，但是話是這樣

講，醜醜馬也有一步踢(人各有所長)，我們不是經常要考核嗎，那最爛的，我

是不是應該要讓他離開，但是很多我們中小企業的經營都很清楚這個道理，醜

醜馬也有一步踢，後來才知道說，組織是法人，我們人是自然人，在談到老化

很長的歷史裡面，其實我們重要的機會成本不一樣，今天是你的機會成本比較

好，所以你表現比較好，那一天你的機會成本來到醜醜馬的時候，他就那個一

步踢，讓大家都全部都往上提升，所以我們不放棄每一個人。 

    今天我感受到大家的暖度，感受到這樣的一個文化，這樣的文化也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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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文化有連結跟情懷，那這樣有什麼力量呢，在地老化其實就像那個礦工

一樣，這是一個生命問題，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走，他這裡面就是有一個感動的

事情，合作組織在不斷的尋求解決生命、教育的模式，所以過去我們在金融找

到這個模式，很快就來到這塊正在展開，需要有一個永續的模式。翟老師是一

個我很尊敬的主任，因為他幫我們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帶到一個品位，帶到

一個美的感受，美是什麼，美是五個感官加行為，所以眼睛看的、聞的、碰

的，行為就像今天的氛圍，氛圍很真誠，這是祖先給我們的，很真誠的一個

美，今天翟老師有一個很重要的 message，就是這塊在未來的領域，需要投入

很多的資源，在這樣一個資源裡面如果我們能夠用合作社的精神，what is the 

best model for 這樣的議題，這個是一個轉折點，也可能是一個板塊轉折，這件

事情做好了，這個模式可能拿到這個地方新的需求產生、新的需要、新的倫理

或者是組織。當然李桂秋教授也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師，我們商學院有九個系七

個學程，包括 EMBA 也是我們大商學院的範圍之一，還有金融學院也是我們大

商學院的範圍之一，還有一個新的國際科技管理學院也是，在這些所有系所

中，裡面最有暖度的就是我們合經系，非常有暖度，學生的畢業表現多了一份

社會關懷，多了一份人跟人的氛圍。 

    最後再一句話，我說這是板塊，板塊就從今天的九五至尊，從這個定義一

定會非常精彩，我的 ending 是這樣，有一本書是哈佛 college 前院長 Harry 

Lewis 寫的書，書名叫做『excellent without a soul』，就是我們現在的大學教育

是非常的卓越很優秀，就像今天高董事長說的很優秀，都很能夠競爭，但是最

後是沒有靈魂。我們合作剛好是相反的，在這個模式裡面來尋求未來的可能，

這即將是為老化的社會，這個市場是非常的大，我們在尋求好的模式。今天還

有我們陳慧珍從社區的角度來回應這個可能的模式，各位先進可以欣賞、品嚐

一下這個模式的提案，是不是也為我們帶來未來的希望，謝謝各位。 

發表人  翟本瑞教授－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謝謝兩位給的寶貴意見。其實社會裡面大家都在做老人照護相關的事情，譬

如說弘道老人基金會的不老騎士，或者是圓夢啊，剛才南屯這邊做的，都是活躍

老化的一部份。我想講幾點，第一個就是感謝李老師剛剛提到很多國外的經驗，

可是現在大部分的制度，都是為有錢人設計的一個儲蓄或執行方式，然後運用愛

心來完成這些任務，可是我們要問一個問題，這個愛心可不可以永續，譬如說，

我現在愛心服務了，可是少子化，老人越來越多，這套制度還可不可以維繫，所

以怎麼設計一個可維繫的制度，這點非常重要，政府的角色與相關單位，這個都

不否認，這個都非常重要，因為政府畢竟還是最重要維繫全國的一個力量。可是，

怎麼樣整合這些資源，我舉個例子，譬如說，我們當時兩年前為了開始做這樣的

一個分析，我們在電子系有一個實驗室，他們在做一個老人醫療，結果不同團隊

的朋友就去看這個老人醫療的實驗室，結果我們團隊有一個顏上詠主任，他是做

創業教育，結果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他，後來打電話找他，因為我們在電通館的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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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驗室，結果他跑到資電館的 508 實驗室，結果那邊也有一個實驗室，也在做

老人醫療，結果我們就開玩笑說，逢甲每一棟樓的 508 都有人在做老化研究。這

個雖然大家覺得很好笑，可是各位知道，我們電子系做，我們通訊系也做，我們

每個人都在做老人照護的問題解決，可是我們從來沒整合，所以我們有的從科技

的角度，有的從不同的角度，可是我們從來沒把它整合成為一個全方位有效的制

度，所以我們有時候從社區做一部份，醫院的系統做一部份，但就是沒有整合，

而且我們最主要的是，我們沒有從老人的角度來想像。我們曾經想跟榮總合作，

因為榮總有大數據，他們整個醫療的行為裡面，過去幾十年，就是說二十年前的

這些年輕人，現在就是多了二十歲了，他的醫療行為是什麼，他的老化，他的醫

療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作用，而他有榮家，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觀察榮家的這些

老人行為模式，大鵬新村的行為模式，各種不同團體老人的行為模式，來做服務

設計裡面這一環，做這個使用者需求的了解，所以我們若能夠把所有不同的這些

研究，不同的這些資源，能夠用一個有效的系統來整合。譬如說，我們學校有老

師是做計程車車隊，所以我們也跟他合作，怎麼樣把老人接送的服務跟計程車這

裡能夠做整合。總之，就是說最適化的安排而且跨領域的整合，才能讓資源最有

效的整合，成本降到最低，滿意度最高，而最終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能夠不是針對

有錢人或是特定族群，而是所有人的一個在地老化，滿意度高的服務設計流程，

那當然這還是一個初步的構想，還需要很多進一步的研究，也需要大家給我們進

一步的鞭策，和提供一些具體的建言，讓這樣的一個構想能夠更成熟，那我們簡

單的謝謝兩位(與談人)給我們的寶貴意見，謝謝。那我再補充一點，我們其實以

前也到彰化的大有社區，他們也是做老人共餐，他們其實年輕人出去工作的時候，

就把老人放在社區據點，然後老人家有一些活動，然後中午一起共餐，等年輕人

下班的時候再把老人家帶回家，這樣的模式在台灣已經好多地方都在開始做，台

北也有，各個不同的地方都有開始做，這是其中一塊，這也應該要整合到不同的

系統裡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年輕的時候服務，我們也希望年老的時候能

夠得到另外一種回饋，所以我們希望建置一個不會破產的時間銀行的服務設計圖，

同時也把科技導入，謝謝大家。 

 

主持人  簡士超副院長－逢甲大學商學院 

    謝謝，非常精彩的第一場，給了我們許多省思跟未來整合 App，現在我們逢

甲的每個學生都要學 App 的設計，這是一個趨勢，也謝謝今天第一場的一個分

享，帶來我們許多的學習跟反思，我們是不是再次掌聲，第一場到這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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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二 
 

農業生產合作社六次產業之運用 

—以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例 

 

主持人：吳肇展 主任/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發表人：楊坤鋒 教授/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與談人：郭廸賢 教授/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張啟盟 理事主席/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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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合作社六次產業之運用 

─以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為例 

發表人：楊坤鋒 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壹、 前言 

日本所謂的六次產業(台灣稱為六級產業)係指農畜業及水產業等的生產(第

一次產業)X 農畜產品加工(第二次產業)X 流通、銷售、信息服務和農業旅遊(第

三次產業)的產業結合發展模式。六次產業的概念首次提出，是在上個世紀九十

年代的日本，日本提出發展六次產業的初衷，是因為為減緩第一次產業衰退的現

象，不單單只是將各產業結合在一起(加法)，而是有機性、綜合性的結合其他產

業(乘法)，讓第二次產業及第三次產業所產生的附加價值，農民本身也能夠獲得。

這裡所稱的附加價值是指：農業品牌化、對消費者直銷、餐廳的經營等。日本農

林水產省於 2010 年 3 月 30 日在「糧食、農業、農村基本計畫」中提出六次產業

化政策，同年 12 月 3 日公布「六次產業法」，並於 2011 年 3 月 1 日開始實施。 

日本的六次產業化政策係以一級產業為基礎，結合二級及三級產業分工合作，

促進生產、加工、銷售等整體性產銷策略發展，對提升農業附加價值、振興農業、

促進國內農產品消費進而提升糧食自給率均有重要的影響。六次產業化的概念是

在 1994 年由筆者的恩師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今村奈良臣所提倡，原本六次產業著

重於加工與銷售，六次是指 1+2+3=6，但今村教授認為應該是乘法，亦即 1X2X3=6，

因為若沒有一級產業的生產，就沒有二級、三級產業，整體產出就是零。對於日

本的農業情況與台灣類似，同屬小農家族式經營，同樣面臨消費與飲食習慣變遷、

糧食自給率偏低、農業經營者高齡化、以及農村老化等現象，日本推動之農業相

關政策對台灣當前台灣農業極具施政參考價值。 

台灣政府近年來也積極推動台灣的六級產業政策，但無論在立法上、政策目

標推動上、技術預算支援上或產業合作網絡上都付諸闕如，即使農會系統或和農

業合作社系統積極要推動此政策，也都力不從心無法順利達到預期的目標。因此，

本文首先擬從日本推動六次產業的立法背景、六次產業化政策內容及具體做法做

一簡單論述後，再以台中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例，說明該合作社在推動六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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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實際運作及所遭遇之困難，以作為其他農業生產單位未來推動六次產業之借

鏡。 

貳、 日本推動「六次產業法」之立法背景與內容 

一、日本推動六次產業化的思考方向 

日本推動六次產業化最主要的環境背景有： 

(一) 糧食與食品市場的萎縮。 

1995 年 80.4 兆日圓，2005 年為 73.6 兆日圓，10 年降低 10%。 

(二) 農業產值急速下降。 

1990 年為 11.5 兆日圓，2005 年為 8.3 兆日圓，16 年內降低 30%。 

(三) 業所得急速下降。 

1990 年為 6.1 兆日圓，2005 年為 3.4 兆日圓，16 年內減少約 50%。 

(四) 農山漁村地區企業之退出以及公共事業減少。 

日本政府為了確保就業與所得，建構使年輕人與兒童可以在聚落裡安      

居樂業之社會環境，促進農林漁業生產、加工及銷售一體化，創建新型產業，

以促進農山漁村地區再生及活化，乃推動六次產業化之政策。 

    由於農山漁村擁有各種資源，包括農林漁牧產物、生物廢棄物、經驗、知識

與智慧、自然資源、風景以及傳統文化等豐富資源，並可將農業資源運用到食品

產業、觀光產業及其他如 IT 產業、化妝品、醫藥製品業、能源產業等產業之發

展。此一政策的目的予以有效利用，透過農山漁村的六次產業化使市場規模擴大，

亦即經由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來提升農漁牧產品的附加價值，將二級及三級

產業導入農林漁業，以及由農林漁業與二級、三級產業互相合作，創造出地區的

新商機、新產業、新的附加價值，以增加就業機會及提高農業所得，進而促進農

山漁村地區的再生及活化。 

二、「六次產業法」之概要 

日本農林水產省於 2010 年 3 月 30 日在「糧食、農業、農村基本計畫」中提

出六次產業化政策，同年 12 月 3 日公布「六次產業法」，並於 2011 年 3 月 1 日

開始實施。該法共分三章五十條，分別為： 

(一) 第一章為立法目的。 

(二) 第二章為六次產業化主要的支援措施 

1. 綜合化事業計畫(經農林水產省大臣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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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林漁業者所制定的利用農林漁產品及副產品(生質能源等)進行生

產、加工、銷售一體化事業活動的計畫。 

(2) 協助農林漁業者之民間事業者亦為支援的對象。 

(3) 各項支援措施：擴大對農林漁業者無息貸款之對象，延長償還期限從       

10 年延至 12 年，寬限期由 3 年延至 5 年。 

2. 研發及成果利用事業計畫(需經農林水產省大臣認定)：包括登記新品       

種之申請費減免 75%、食品加工於銷售所涉及的研發及成果應用所

必需的資金將成為債務保證之對象、研發及成果利用所需的新建築

設施之場所，可簡化農地轉用的手續。 

(三) 第三章：促進地區農林漁產物的利用(與地產地消相關措施)：其基本概

念就是強化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繫、振興地區農林漁業與相關事業

帶動地區的活性化、提供消費者豐富的飲食生活、配合飲食教育活動地

提倡、推動都市與農山漁村的交流與共生、提升糧食自給率的期待、降

低對環境的負荷。將地域作為政策推動的主體來形成一種社會的氛圍。

由國家制定基本方針政策，由地方政府負責制定各地區的農林漁產物的

利用促進計畫。 

參、 日本六次產業化政策 

  日本推動六次產業化政策，業於 2011 年 9 月新設「六次產業化戰略室」 

單位，隸屬在糧食產業局的產業連攜課下之編制。日本六次產業化的市場規模從

2012 年的 1 兆日圓，農林水產省訂定 2018 年為 3 兆日圓，2020 年則擴大為 10

兆日圓。 

一、六次產業化之對策 

(一) 基本對策：鼓勵農林漁業者自身投入加工及販售領域。由六次產業化   

專家顧問提供專業的建議，協助新商品的開發、拓展通路，並提供加   

工、銷售設施及農用機械的整備。 

(二) 擴大市場的對象：活化國內市場，開拓海外市場，並以更為方便的方式   

向老年人提供加工食品、增加農林漁業產品及食品的出口，推動食品產   

業在東亞的發展。 

(三) 相關對策：六次產業化的融資制度主要是針對農林漁業者的無息貸款   

(農業改良資金)，個人上限貸款額度為 5 千萬日圓，法人及團體為 1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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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千萬日圓 。中小企業者的低利貸款(新事業活動促進資金)，上限貸款   

額度為 7 億 2 千萬日圓，年利率為 1.2%(2014 年 5 月 16 日起)。 

二、六次產業化事業之認定 

依據日本六次產業法之規定，六次產業化事業計畫須經農林水產省大臣認定。

其中農商工等連攜事業計畫認定件數，2008 年 9 月第一回認定有 177 件，2014

年 2 月第 18 回認定增為 612 件。綜合化事業計畫認定件數，2011 年 5 月第一回

認定有 251 件，2014 年 5 月第 10 回認定增為 1,916 件。地產地消促進計畫認定

件數，2012 年 9 月在縣級有 14 件，市町村有 66 件，2013 年 9 月縣級增為 23

件，市町村及增加至 154 件。 

三、補助金 

對於新商品的開發、通路的拓展給予補助，補助比率由以往的 50%提升到

75%，例如新商品開發試作所需使用機器設備之租金、實施市場評估、開拓通路

等所舉行的商展及海報廣告的製作等。另外對於開展新加工與販賣整合所需的必

要設備補助，補助比率為 50%，補助對象為被六次產業化、地產地消法及農商工

等連擕促進法所認定之民間團體等。 

四、有關設施整備手續方面的支援 

簡化建設直銷設施所涉及農地轉用之手續、針對在市街化調整區段的設施整

備及開發行為，簡化其審查手續，並在農林水產省官方網頁提供認定農業者的相

關資訊。 

五、預算編列情形 

日本農林漁業者在推動六次產業化過程中，受到事業規模及資金的限制，不

易獲得涉及加工、流通、市場經營管理的專業知識與人才，而且面臨資金需求缺

口且資本不足的情況普遍存在，對貸款的依存度高，尤其是在加工及銷售設備的

整備上。 

2011 年農林水產省六次產業化之預算為 246 億日圓，主要包括「六次產業

創出綜合對策」(130 億日圓)，提供農林漁業者參與加工、販售等二、三次產業

的輔導，並提供其運用在地資源，創設新產業的相關協助。「食品與城鄉交流促

進對策」(17 億日圓)，推動以食品作為媒介，推廣農山漁村豐富的自然資源及地

方特色，促進都市與鄉村的交流活化。「放寬農業金融體系支援對象」(109 億日

圓)，主要為擴大農業改良資金規模，新增短期小額貸款，以供農業穩定經營。

2012 年之預算則編列 395 億日圓，其中將創設「農山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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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日圓)，推動農山漁業成長產業化，由官方民間共同設立基金，作為產業成長所

需資本及輔導措施。 

「農山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又簡稱為 A-FIVE，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Fund Corporation for Innovation, Value-Chain and Expansion Japan。其中

A=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指農林漁業；F=fund，指活用基金的運作手

法；I=innovation，創造多樣型的商業模式；V=value-chain，事業之間的價值鏈；

E=expansion，地域活性化與擴展海外。總出資額政府為 300 億日圓，民間為 18

億日圓，由第一次產的農林漁業者及第二次產業、第三次產業等業者共同連擕組

成的六次產業化事業體，主要的目的為經營支援，例如提供出資及次順位貸款。

此傘型基金(sub-fund)出資期間最長為 15 年，各子基金以募集、發掘以地域六次

產業化之案件為主。 

2014 年 12 月 22 日為止，決定支援之子基金共有 51 檔(總金額有 743.02 億

日圓，其中 A-Five 出資 371.51 億日圓)。依據「六次產業化.地產地消法」已經認

定的案件數有 1,976 件，2013 年涵蓋日本全國都道府縣，約可設立約 50 個子基

金。 

六、六次產業化的合作網路 

由於日本的農山漁村除了提供日本國民所需的農林漁牧產品外，尚具有豐富

的生質能源、維護自然生態、確保水資源、提供休閒活動場所、確保傳統文化等

多樣化功能。如何將這些功能充分活用，達到振興農村、促進城鄉交流、提供日

本國民日常生活所需，尤其處於資訊網路日益發達的時代，有必要將日本國內的

農業及經濟等相關產業，目前所各自提供的資訊予以整合，建構新的六次產業合

作網。其方針包括：將農山漁村所匯集的智慧與知識形成一股能量，把智慧與知

識化為具體的有形產品，以及以民間為主體，由農林水產省協助各種類型網路之

運作。六次產業合作網籌設各項架構及任務分配，於 2013 年 5 月正式營運，對

六次產業化計畫予以全程支援，並與地方公共團體形成更緊密的網路，以因應更

種諮詢，並在各農政局、農政事務所設立綜合窗口因應具體的申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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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日本六次產業化結合地產地消之具體作法 

地產地消係指在地方銷售或消費在地生產的農業、林業、漁業等產品的方式。

透過六次產業化的推進，結合地產地消，提升地域性農林漁產等在地產業，使得

在地農家的所得可以提高，增加地方從事農業之意願，減少食材運輸距離，降低

農家成本，減緩地球暖化問題，進而有助於糧食自給率及農地耕種率的提升。 

一、「六次產業化.地產地消法」之概要 

(一) 「六次產業化.地產地消法」之目的係指：六次產業化中有關活用地域資

源的農林漁業者新創事業及促進地域農林水產品之利用等綜合性推進

計畫，該法的主要目的在振興農林漁業及提高糧食自給率。 

(二) 由地方政府依據基本方針和地域的特性，制定有關該地域的農林漁業產

品的利用促進計畫 

(三) 其預期目標，包括： 

1. 直銷所的年銷售額 1 億日圓：該類直銷所數量於 2020 年度銷售額需

提升 50%以上(2006 年度 1 億日圓以上的直銷所比例佔 16%)。 

2. 提升對學校營養午餐使用當地農作物之比例，並達成飲食教育推進基

本計畫，預計 2015 年度需提升 30%以上。 

3. 打造綠色農家民宿，以旅遊觀光事業而言，預定於 2020 年其至農家民

宿之投宿人數需達到 1,050 萬人。 

(四) 活用直銷所、道之驛等銷售站，並與學校、公司企業之餐廳結合，促進

地域性的農林漁業產品，確保地域的需求與農林漁業產品的穩定供給。

另對於農村體驗活動的推動、降低環境負荷等，都是作為具體促進地域

性農業、林業、漁產品利用的對策。 

(五) 與各類全民活動作結合，以多元化推動地域性農林漁業產品利用促進，

以吸引或提升國民參與率。 

一、 日本直銷所之發展概況 

  日本全國農產直銷所約 17,000 間，年總銷售金額約 8,800 億日圓，其中小規

模(年銷售額未滿 1 億日圓)的直銷所約佔半數以上，農協經營之年銷售額大都超

過 1 億日圓，每間直銷所參加或入會之農家戶數平均約 86 戶，參與農協團體者

之農家戶數平均為 280 戶，直銷所之銷售產品已在地農產品最高(約 73%)，促使

更多的農家能夠提高所得與市場銷售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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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勵學校營養午餐利用在地食材 

日本為促進學校營養午餐多利用在地食材，依據日本食育基本法及學校供給

飲食法等規定，學校營養午餐之食物來源應盡量使用當地農產品與作物。學校營

養午餐使用當地農作物對地產地消之意義，除了建構出生產者、直銷所及學校間

之合作模式與良好關係，而且因為是提供孩童使用的食物，其生產到流通更為消

費者所關心，確保新鮮安全的食材，讓學生能夠切身地真實感受當地自然的飲食

文化，加深對於當地農業之關心與瞭解，激發學生對於生產者和食物供給的感謝

之情，並藉機教育學生對於糧食自給率之重視，達成提升日本糧食自給率，節省

農作物流通所耗損之能源，對環境保護做出貢獻。 

伍、 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六次產業之運用 

一、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之簡介 

保證責任臺中市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由台中地區的青壯年小農所組成，於

2016 年 4 月籌備，同年 5 月正式成立合作社。目前社員數有 30 人，以大甲、烏

日、大肚、霧峰、新社、大安、大里、太平、和平、龍井、外埔、后里、石岡、

神岡、潭子、豐原、北屯區、西屯區、南屯區、南區、梧棲、清水及沙鹿等為組

織區域。合作社成立的背景，希望可以扮演青年從農的典範，在農業世代的交替

上，回歸農民本位，以科技帶來省時便利的生產，以文化提升農民生活品質，以

生態保育延續生產的命脈， 為台灣農業開創新價值。 

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主要的成員，大多是年輕且具高學歷，理事主席馬聿安，

中興大學農機博士；理事馬聿平，協助廠務管理，目前為大甲雜糧第一產銷班成

員；陳建瑋，合作社總經理，曾任微風超市股長；林宗富，合作社行銷長，曾任

職展昭有限公司專案經理；龐中人，合作社專案經理，中興大學歷史系博士候選

人。目前社址設於台中市大甲區開元路 87 之 2 號。 

二、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之一次產業概況 

(一) 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雜糧之動機 

台灣雜糧產業的發展，1950-1960 年代為栽培面積高峰期，1964 年超過

50 萬公頃，其中甘藷面積達 24 萬公頃，若花生亦達 10 萬公頃。因人口增

加與畜牧業發展，雜糧需求量大增，1964 年進口大宗穀物 41 萬公噸，至 2014

年高達 800 萬公噸，因此造成國產雜糧生產一路衰退，1984~1997 年間推動

稻田轉作；1998~2011 年間配合 AMS 農業生產補貼削減，大豆、玉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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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等大宗雜糧種植面積縮減，雜糧種植面積 1970~2014 年間 41.6 萬公頃降

為 7 萬公頃。 

雜糧生產對我國糧食安全具有一定的貢獻。隨著全球貿易的快速發展，

台灣的農業不再自給自足，大部分的雜糧皆仰賴進口以維持國內的市場需求。

面對氣候變遷，糧食生產也面臨不穩定的狀況，加上世界人口增加與經濟快

速發展，國際糧價暴漲暴跌，增加糧食安全的諸多不確定性。因此，增加雜

糧作物的生產，可減少對於進口雜糧的依賴，當國際糧價飆漲或因天災等氣

候因素造成糧食減產，可確保我國糧食的供應不受國際市場價格波動或糧食

輸出國的禁止出口影響。 

其次，食品安全也是合作社重要考慮的因素，國產的黃豆、玉米等雜糧

可免除對於基因改造食品的疑慮，且在地生產不必長途運輸，少了防腐劑等

添加物，更能確保食品安全。而在地生產在地消費(地產地消)，也可以確保

產品的新鮮度，也可以避免儲藏不當，產生黃麴毒素之隱憂。 

台灣農村通常於水稻二期作收成後，呈現較為蕭條景象，若有種植冬季

裡作蔬菜或綠肥作物，則顯得較效綠意盎然，然而因冬季裡作蔬菜經常造成

產銷失衡狀況，使得農民可能血本無歸，如果可於二期作收成後種植小麥、

蕎麥等雜糧作物，不僅部會造成蔬菜產量過多的疑慮，更能造就冬季田園風

光，吸引遊客造訪。基於雜糧生產可進行多樣化加工，能增加農民收入，能

夠保障食品安全，維護農村景觀等，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這群年輕人就從都

市回到農村，活絡農村景象。 

(二) 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一次產業之概況 

台灣的雜糧與民眾最直接相關的，莫屬大豆類作物的加工品，包括   

家庭餐桌上常見的醬油，以及國人最重要的植物性蛋白質來源。中都合作社

目前 106 年度主要是以大豆契作為主，生產面積有 150 公頃，產量約 300 頓，

其他小麥田區契作生產面積 60 公頃，產量 150 頓。芋頭契作生產面積 30 公

頃。另外，合作社社員葡萄生產面積有 9 分地，種植溫室小番茄約 3 公頃，

薏仁種植面積有 8 公頃，水稻 4 公頃，合作社代耕的大豆面積為 30 公頃，

小麥田代耕的面積有 20 公頃。105 年度合作社接受台中市政府大豆契作共

有 87 戶，預計將來增加至 107 戶。 

由於中都合作社以專營契作生產與在地分級收購為主要業務，透過合作

社內具有專業農機作業處理與建構能力，目前專營項目有小麥、大豆、稻米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5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75 

 

等大宗穀物之乾燥作業，並設有磨粉設備，可以生產高品質的國產小麥麵粉。

另外在烏日、龍井、大肚產區設有溫室栽培小番茄、哈密瓜及簡易集貨處理

設施，在新社區設有葡萄冰存集貨處理場，在大甲芋頭產區設有簡易加工及

冷凍處理場。 

目前中都合作社的雜糧處理機械有：推高機(1)、履帶傳送機(1)、軌道式

篩選機(2)、震動篩選機(2)、精米研磨機(1)、脫殼機(1)、8 頓乾燥機(2)、雜

糧拋光機(1)、17 噸貨車(1)、曳引機(1)、落肥裝置(1)、整地裝置(1)、4 行真

空播種機。另外租用展翼式噴霧機與水稻播種機。 

三、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二次產業之概況 

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主要的業務是以雜糧生產與契作為主，其中以大豆的生

產與契作為最大宗，本文將以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所生產或契作的大豆為例，說

明二次產業之概況。黃豆在中國栽種已經有五千年之久，從黃豆演變出來的飲食

更是不計其數，最常見的就是豆漿、豆腐、豆皮、沙拉油等製品。台灣的黃豆幾

乎都是進口，每年從美國及巴西等國進口高達 230 萬公噸，當中高達九成都是基

因改造產品。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所生產或契作的大豆都是以國內本土黃豆品種

為主，秉持「有良心的契作者」向上連結到「有良心的加工生產業者」。目前中

都農業生產合作社對於社員生產或契作生產的黃豆，收成後以下列幾種方式完成

二次產業的加工： 

(一) 黃豆拋光加工分級包裝 

目前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契作的大豆，期收購的價格如下圖所示，平均 

收購價格約每公斤 40 元，經拋光分級 500g 包裝零售價為 150 元，成本為 

80 元；1 公斤包裝零售價為 300 元，成本為 90 元(利潤 210 元)。如果黃豆

不經拋光分級出售，每公斤市場銷售平均價格約 70 元(契作收價平均價格 40

元，利潤為 30 元)由此可知，經二次產業加工後的黃豆原物料經小包裝後，

黃豆的每公斤的利潤由 70 元成長為 210 元。 

(二) 黃豆加工為保久豆奶、醬油、豆干、鮮豆漿、味噌、豆腐 

由於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除黃豆拋光、磨粉、乾燥等加工作業外，因受

限於加工廠的設備、加工技術及工廠登記等條件，尚無法作黃豆產品的更進

一步加工，因此，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目前都是委託其他的廠商加工，委託

的加工產品及廠商如下： 

1. 羅東鎮農會：國產保久豆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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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味榮股份有限公司：國產味噌、豆麥醬油 

3. 六堆興釀(豆油伯)：國產原豆醬油 

4. 麒宏食品有限公司(全聯衛星工廠)：國產履歷豆干 

5. 沙鹿果菜運銷合作社：國產黃金甜蜜荳荳漿 

6. 在地豆腐店：美軍豆乳冰、荷香豆腐 

經加工後扣除上架費等成本後，利差約為 20%-25%區間，約可成

長 2.5 倍的利潤。 

四、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三次產業之概況 

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目前的行銷的方式大多配合學校兒童營養午餐、美食展、

地方文化活動及藝術節為主軸。目前一星期提供台中市學童營養午餐一次新鮮豆

漿一次，一個月約 3,200 瓶新鮮豆漿。辦理的促銷活動有： 

(一) 105 年 11 月台北南港網路美食展 

(二) 105 年台中校園豆漿推廣計畫 

(三) 105 年台中踩踏藝術節 

(四) 105 年台中十大伴手禮 

(五) 105 年南仁湖休息站荳漿推廣活動 

(六) 106 年日本東京美食展 

(七) 106 年香港美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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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06 年台中美食文化節 

(九) 106 年台平洋 sofresh 味噌小麥啤酒推廣試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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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日本的六次產業的化相關政策的說明，到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六 

產業的應用概況論述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台灣農業在推動六次產業所遭遇的一

些困難點，分述如下： 

一、我國推動結合生產、加工及品牌行銷、農業休閒等政策上，未有一完整的法

律可依循。 

二、六次產業中的二次產業階段中，農民或合作社場不具技術能力或資金不足以

完成加工作業，目前仍以委託加工為主。 

三、六次產業中的三次產業階段中，農民或合作社場無法建立合作的資訊網絡，

仍以傳統的行銷方式販賣產品。 

因此依據前揭日本六次產業之經驗及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六次產業之摸索

與應用，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我國推動結合生產、加工及品牌行銷、農業休閒等政策，與日本六級產業化

對策的精神相似，但未強力結合糧食自給率對策，以地產地消為主要方向，

建立支援體系。其推動體系與政策支援設計有助政策落實與效益彰顯，值得

參考。 

   日本農林水產省推動的六次產業化強調以農民為主體，由生產、加工、

販售一體化提升附加價值，鼓勵農林漁業者投入加工及販售領域 ，以獲取

從生產到販售的利益。與一般認知的各級產業各司其職，由農民負責生產、

企業（或農企業）進行加工、行銷所建構之產業價值鏈的概念略有不同 。

我國推動結合生產、加工及品牌行銷、農業休閒等政策，與日本六級產業化

對策的精神相似，但未強力結合糧食自給率對策，以地產地消為主要方向，

建立支援體系。透過推動體系與政策支援設計有助政策落實與效益彰顯，值

得參考，以提升我國施政效益。 

二、日本推動六次產業化將農業與農村活化做適當連結，可供我國推動農村再生

結合產業發展之參考。 

  日本六次產業化以發展產業為主題，善用地區資源以活化農村，而我國

農村再生計畫之目標以推動農村朝向產業、土地活化利用、環境、社會、文

化與經濟等多面向整體性發展，強調農村社區內部之活化及整體環境改善，

現階段主要工作為農村再生規劃、農村社區建設、農村再生 人力培育以及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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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活環境改善等，由於活化農村必須經由產業發展來帶動，故日本經驗可

供我國推動農村再生結合產業發展之施政參考。 

三、日本六級產業化對策結合提升糧食自給率之戰略與對策，推動糧食運動並結

合民間企業與團體共同努力推展，促進地產地消，可供我國推動 2020 年糧

食自給率 40% 目標之重要借鏡。 

  日本為提升糧食自給率依法訂定目標於 2020 年達 50% ，將六級產業

化對策結合提升糧食自給率之戰略及供需對策，可供我國推動 2020 年糧食

自給率 40%目標之重要參考。且日本糧食運動，透過國民運動的方式使社會

大眾普遍瞭解，與認同糧食自給率的重要性，積極促使消費者參與，且其相

關機構、企業團體皆可利用「日本糧食運動」的名稱字樣、象徵 LOGO 等

進行宣導，共同努力推動，值得借鏡。 

四、日本推動直銷所，提供在地新鮮且安全的農產品給消費大眾，又能減少食物

里程，提高農家所得，創造雙贏之經驗，可供我國推動農夫市集及相關地產

地消推動策略之參考。 

  日本確保糧食穩定供給的對策，將國產農作物當作主要食物之主軸，並

強化地域性農業的發展，以落實地產地消之推動。國內自 2007 年起興起農

夫市集之風潮，從學校單位到政府機構、民間組織成立不同型態之農夫市集，

截至 2011 年 7 月至少有 30 餘家。我國有需通盤瞭解其經營情形，規劃並

提出整體性之推動策略，日本推動直銷所之政策與經驗，可供我國發展農夫

市集或常態性營運之直銷所的相關政策規劃及施政參考。 

倡導我國學童營養午餐結合在地食材供應，並在食品安全方面嚴格把關，以

及加強國人及學童飲食教育，以強化對農業之認同與支持，促進對國產農產

品之消費等均有賴跨部會合作，值得加強推展。 

  目前我國學校營養午餐普遍透過評選或公開招標方式委請配菜公司採

購食材，或由校方辦理採購請學校附近商販依菜單送至學校，不易規範營養

午餐食材來源。且為照顧學童健康，對食材安全的把關更應受到重視。依據

我國各部會之任務職掌，教育部負責學童教育以及營養午餐（該部體育司）

業務，衛生署負責營養衛生等國民健康之業務，農委會則負責農業相關業務，

三者業務環環相扣，應加強部會間之協調與合作，透過飲食與學童教育，促

進我國學童營養午餐結合在地食材，提升國產消費，達成我國糧食自給率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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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農業生產合作社六次產業之運用 

與談人：郭廸賢 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一、引言 

    「談農業生產合作社六次產業之運用－以中部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例」一

文，就六次產業的意涵，分別介紹日本推動「六次產業法」之立法背景與內

容、六次產業化政策與六次產業結合地產地銷具體作法。再以保證責任台中市

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例，分別介紹一次產業、二次產業與三次產業之概況。

最後根據日本六次產業化相關政策說明與台中市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之案例，

提出台灣農業推動六次產業之困難點與發展的相關建議，做為農業合作社與農

政單位推廣農業之六次產業運用的參考。整體而言，本文架構完整，同時有日

本經驗與台灣案例解析，是具參考價值的農業六次產業化的實務論文。 

    農產品的產製銷，包括農林漁牧產品生產一級產業的廣義農業、農產製造

與食品加工的二級產業之工業模式、及農產品運銷與銷售服務的三級產業。所

謂農業六次產業或六級產業，在日本已有一段發展歷史背景與實務經驗，自原

本著重加工與銷售的 1＋2＋3＝6六次產業觀念，日本東京大學今村教授強調其

應為 1×2×3＝6，若無一級產業的農業生產，就無後續二、三級產業存在，此與

我國「以農為本」的農業觀念一致。 

 

二、六次產業的農業 

    台灣有句老話：「只要你吃，你就參與了農業」，農業的範疇，由廣義農業

生產之農藝與園藝作物的一級產業為主，逐漸發展到改變其時間與空間效用的

農產製造或食品加工的二級產業，直至今日強調「會種的不是師父，會賣的才

是師父」的農產品運銷服務的三級產業。以一級產業生產為基礎，才能進階二

三級產業，形成六次產業，與今村教授的理論不謀而合。 

    六次產業的農業，核心在生產，農業生產亦須與時俱進，考量環境變遷與

人類文明發展。未來學者托佛勒（Alvin Toffler）的論述，已由第一波經歷時

間長達 4,500年的農業社會，經過 500年工業革命後以機械取代勞力資本為主

的第二波工業社會，進入第三波強調電腦與資訊科技為主的資訊社會，更正式

邁入以強調創新與知識的第四波知識經濟社會。農業生產在第一波農業社會、

第二波工業社會、第三波資訊社會與第四波知識經濟社會的時代背景皆大不

同，擔任的角色地位亦有所別，能有效運用的生產要素，除傳統土地與勞務

外，第二波的資金與資本設備、第三波的資訊科技與電腦設備、第四波的知識

與創新，在農業六次產業的運用上，均有其重要性。 

    中興大學早期在農學院設立農產運銷學系，目前已變更隸屬管理學院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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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學系。行銷大師柯特勒（Philip Kotler）行銷理念發展的五階段加以有效整

合應用，依序為：生產為主、產品為主、銷售為主、市場為主及社會長期利益

為主的社會行銷等五階段。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六次產業發展模式，尚須考量合

作社的企業經營管理與專案管理的有效經營三大核心問題與思路：自合作社創

立宗旨釐清合作社特有的使命願景，以其存在意義價值「為何經營」為核心；

策略規劃考量環境機會與威脅，合作社本身優劣勢的 SWOT分析組織定位與核心

任務，釐清合作社要「經營什麼」；最後進入實質投入產出一級產業的農產品生

產的「如何有效率經營」。由 why to  do 意義價值出發，經過 what to do 任

務釐清與定位策略，讓經營有效能做對的事，最後 how to do 投入產出實務經

營管理效率。六次產業成功與否，由上而下經營管理的三大問題，不容忽略。 

 

三、他山之石 

    台灣推動的六級產業政策，源自於日本六次產業化。日本六次產業化於

2010年公布「六次產業法」，2011年新設「六次產業化戰略室」隸屬於糧食產

業局，逐年擴大六次產業化規模自 2012年 1兆日圓，事業認定與對策預訂

2018年 3兆日圓，2020 年達 10兆日圓；農林水產省 2011年編列六次產業化預

算 246億日圓，2012 年 395億日圓，其中 300億日圓加上民間投資 18億日圓

共同創設「農山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旨在由一級產業農林漁牧業者與二級產

業及三級產業業者共同組成六級產業事業類之經營支援；由政府機構提供完整

立法、政策推動技術預算支援、產業合作網路。相形之下，本文案例中部農業

生產合作社顯然單打獨鬥，欠缺政府部門任何奧援。 

    日本六次產業化結合地產地銷的具體作法，設立產地直銷所、提升學校營

養午餐採當地農產品、打造綠色農家民宿以強化旅遊觀光事業，並推動農村體

驗活動，同時與民間活動結合提高國民參與並促進地域性農林漁業產品開發，

有效整合農業、農村與農民「三農一體」的發展模式。 

 

四、六級產業化的合作社 

    借鏡日本考量台灣未來發展與現況，現有合作社六次產業成功案例，可以

台灣省嘉南羊乳運銷社為代表，將酪羊農生產羊乳，透過合作社加工處理包裝

為生鮮羊乳或加工製品，結合各縣市直銷商每日配送，產製銷整合，以合作社

為中心，是六次產業運用的成功模式。就中都合作社而言，以「農業」農產品

為單一核心，六次產業尚處於初步運作階段；產業鏈整合、規模經濟發揮、政

策影響、政府資源早期投入等，均有大幅成長空間。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

作社亦可參與農業合作社的社間合作，形成六級產業化社間合作模式。 

    物聯網時代，農業生產或運銷合作社亦可透過網路直銷其具市場區隔具特

色的農特產品，形成特有產製銷相乘效果的發展模式。知識經濟時代的創新與

創業，需要更多相關人才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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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合作社六次產業之運用 

─以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例 

與談人：張啓盟 理事主席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六次產業化的概念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今村奈良臣在 1994 年所提倡，日本

農林水產省於 2010 年 3 月 30 日在「糧食、農業、農村基本計畫」中提出六次產

業化政策，同年 12 月 3 日公布「六次產業法」（全名為「農林漁業者活用地區資

源開創出新的事業以及促進地區農村漁產物的利用之相關法律」），並在 2011 年

3 月 1 日開始實施。為了推動此業務，於 2011 年 9 月新設「六級產業化戰略室」

單位（隸屬於糧食產業局的產業連攜課），2012 年 2 月日本政府內閣會議決定成

立政府與民間共同出資的農業支援基金，2013 年 1 月份成立「株式會社農林漁

業成長產業化支援機構（A-Five J）」，以促進六級產業化的實行。依據日本「六

級產業化法」之規定，六級產業化事業計畫需經農水省大臣認定。通過六級產業

化認定可獲得全方位的支援，從事業的構思到認定階段專家會給予協助，對獲得

認定的農林漁業者，在事業的進行期間遭遇問題給予全面的指導。相關支援措施

包括：延長資金融資無息貸款的償還期限及上限額度；新商品、新通路開發與加

工、銷售設施整備之補助；簡化建設直銷設施及農地轉用之審查手續；設立農林

漁業成長產業化基金；建構新的六級產業合作網等。其目的在確保日本農山漁村

就業和所得，建構使青年人與兒童們可以在聚落裡安居樂業之社會環境，讓農林

漁業生產、加工及販售一體化，以促進農山漁村地區的再生及活化新產業。其係

以一級產業為基礎，結合二級及三級產業分工合作，促進生產、加工、銷售等整

體性產銷策略的發展觀念，因此 1+2+3=6，不只是簡單的加法，而是當今最受矚

目的農業新力量，更是各產業 1×2×3=6 加乘效益的生存之道。本文作者參照日

本的六次產業化政策為背景，以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為案例，論述所謂六次產業

的概念、發展模式及台灣實際運作所遭遇之困難，以為其他農業生產單位未來推

動六次產業之借鏡。最後提出結合糧食自給率對策、地產地消、農業與農

村活化、糧食運動、農夫市集及學童營養午餐結合在地食材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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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我國政府施政之參考。  

    本人服務於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本社自 1962 年創社至今約 55 年，業務

涵蓋蔬菜、青果、水稻、水產、畜產與加工品等項，社員社場遍佈全省，為全國

級農業合作社聯合社。截至 2017 年 5 月底全國農業合作社場約有 1,173 社（含

聯合社），其中 639 社加入農聯社體系；2016 年業務總實績近 122 億元，占全國

三大農民團體辦理共同運銷及國軍副食供應量值約為蔬菜類 45%、青果類 25%。

有關本篇「農業生產合作社六次產業之運用」研究，個人僅提出下列淺見供諸位

合作先進們指正。 

一、應以農業為基調，發展六級產業聚落 

    綜觀日本「六次產業法」之立法緣由與政策內容發現：此議題並非新創，

乃原本就存續於各產業價值供應縺的運作體系；推動六級產業化應以一級的

農業生產為基礎，開發加工品與創新銷售渠道，並擴大兼顧環保意識的綠色

消費，及以城鄉場域做為觀光發展資源等議題。更是農業結合產業、商業、

學界的全方位農業發展概念，亦即六級產業化之原點，一切從農產品開始。

尤其台灣、韓國與日本農村均屬於小農形態，農業經營面臨共通的問題，近

年來「六級產業化」也是韓國農業積極發展的重點施政。在韓國農業部農村

振興廳主導之下，2006~2012 年間總共支援了 156 件農家小規模創業案，協

助農家進行農產加工、商品開發、現場作業諮詢、經營行銷教育等事務。據

2011 年調查顯示，接受創業輔導三年後的事業單位，平均營業額達 6,800 萬

韓元，較 2010 年成長 21%。位於韓國京幾道利川市的「桔梗農園」更是成

功輔導案例。桔梗農園主要產品為食用桔梗、桔梗汁、桔梗粉等根菜類作物，

於 2006 年被選定為「農村女性創業」支援對象而開設加工廠，在 2008 及

2009 年逐步取得 GAP、G mark 等品質認證，2010 年導入電子商務，開發桔

梗「主題體驗農場」，使地區農產品成為多元活用的行銷媒材。此外，韓國政

府更積極透過產業聚落來發展六級產業，自 2008 年起推動「地區農業聚落

活性化支援事業」，藉由完州農業技術中心、Gamgol 食品（柿之谷食品）、高

山鄉地區產業振興院及雲州農協的合作，整合成完州柿產業聚落事業團隊，

成功推動全羅北道完州地區柿產業聚落形成，提升柿加工產業的附加價值。

另韓國保健福祉部等中央主管機關與大邱市及慶尚北道共同成立漢方產業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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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院，協助推動慶尚北道地區漢方藥及食品產業聚落的形成及產業化。 

二、六級產業的核心精神--生產者、消費者、社會「三方得利」 

    農業六級產業化模式不同於「企業主導型」樣態，其最大區隔乃是依循

「三方得利」的核心精神來運作，結合產業鏈形成利益共生體。「三方得利」

之說法源自於日本江戶時期「近江商人」的經商哲學，其經商心態，並不只

著眼於販售獲利，還希望讓消費者從交易中獲得內心滿足，進一步藉由商業

行為促使地方繁榮，且提撥部分利潤用於社會公益事業，類似「企業社會責

任」(CSR) 概念的雛型典範。尤其農業的六級產業化應強調以農民為主體，

鼓勵跨業合作結盟，使農事者協力參與加工及販售領域。這種垂直整合概念，

迥異於傳統農民只負責生產，企業獨力負責加工、行銷的水平分工產業價值

鏈。例如：日本 Forest Farmers Forest 株式会社所經營「浪漫村」道之驛，即

以「當地」為出發點，透過飲食農業教育傳遞特色本質，結合觀光與流通產

業建立地方品牌價值。另由日本九州宮崎市 13 位當地農業生產者所組成的｢

百姓隊｣，同樣運用六級化維新運動，用創意優化農產品，目前擁有農場、加

工廠、20 家直銷中心及網路商店。在台灣採取六級產業經營方針之知名案例，

計有：花蓮縣壽豐鄉立川漁場黃金蜆養殖、蜆精加工「蜆之館」及「摸蜆兼

洗褲」的休閒體驗活動；芝林觀賞魚透過建立生產與維生系統，達到大量生

產模式；雲林縣東勢果菜生產合作社之活力東勢 VDS（生產具產銷履歷之生

鮮蔬果、蔬果汁）；南投微熱山丘（生產採用土鳳梨餡之鳳梨酥）；高雄百賢

農產有限公司（生產符合 ISO-22000-ISO9001、HACCP 國際認證之即食毛豆）；

宜蘭養蜂人家（生產具產銷履歷、合乎國家甲級品質標準之蜂蜜）；薰衣草森

林「兩個女孩種植薰衣草的悠閒型農故事」…等農企業，都是形成特色、區

隔差異、感動行銷、繁榮在地，以創造生產者、消費者、社會「三方得利」

為理念，發展農企產業多樣性六級化的最佳典範。 

三、應以「地產地消、建立支援體系」作為未來推動六級產業的方針 

    當前產業經濟的發展，已由農業、工業、服務業，進入所謂的「體驗經濟」，

但仍存有「產品缺乏異質化、經營缺乏企業化、勞力缺乏專業化」的「三化」

命運。六級產業化要解決的是農業的事、在地的事，也就是如何增加農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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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解決農業生產過剩，進而創造工作機會。素有「台灣六產教父」之稱的

中衛發展中心蘇總經理錦夥就指出，面對全球經貿新競爭格局與新消費者型

態，舊有產業分級界線趨於模糊，1 級的農林漁產業、2 級的製造加工產業，

以及 3 級的服務產業，出現跨領域融合的趨勢。因此，1、2、3 級產業業者都

必須跳脫既有框架，才能滿足體驗經濟時代的需求，而結合 1、2、3 級產業的

「6 級產業化」策略，乃是符合創新農產品與服務行銷的重要工具。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2016 年「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也宣示開創六級化產業之策略係建

構區域加工專區，透過區域農產加工場，以冷藏(凍)庫進行原料或產品調節等

措施，強化輔導生產專區及中衛體系，推動農產業結盟，並整合農民團體、農

業產銷班、農民及青農等，整合產銷體系及契約生產，協助農漁畜產品加工設

備及設施，建立區域型集貨處理中心，如：「農業中衛體系」、「農夫市集」、「農

村再生與產業連結」及「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農業加值」等等。其目標係結

合生產、加工貯運及行銷、休閒等支持政策，拓展國產農產加工品新市場及附

加價值。因此未來農業生產合作社六次產業之運用應以提升糧食自給率、地產

地消為方向，建構新價值鏈農業，且以跨域合作與創新思維，進行產業與人、

地、水資源結構調整，發展大而優的規模化產業或開創小而美的特色型產業，

擴大農業無限加值空間。 

    農業是加工業、食品業、流通業及六級產業的基礎，產業六級化也是振興

台灣農業的關鍵策略，日本藉由六次產業化預算支持與農業改良資金融通法、

蔬菜生產安定法、農地法、酪農振興法、都市計畫法、食品流通構造改善促進

法等相關法令的推動，提供農業生產者資源及困境協助。反觀我國歷年重要農

業施政係以農業綜合調整、跨世紀農業建設及新農業創新推動等策略方案取

代六級產業專業立法，且依施政綱要分項研擬科技發展、公共建設、社會發展

及其他等計畫類別，分年編列為農業科技研發、農業管理、農業發展及農糧管

理…等具體工作預算計畫，六級產業化的思維與發展脈絡各自不同。而各縣巿

政府所推動之「一鄉鎮一特產」，形塑品牌、故事行銷及打造地方特色產業，

即是農業六級化的運作雛型。但以合作事業為載體結合六級化產業發展的模

式，始於國發會「花東地區產業六級化方案--合作事業在花東產業六級化之應

用」研究，其結論顯示，引導花東產業透過資源整合，強化中央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的政府職能，以適地域、適性質的區域型式農產業六級化，是一個值得

期待的發展模式。尤其農業合作社聯合社兼具生產、加工、運銷及電商網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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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經濟及跨業聯盟的平台鏈結優勢，未來輔以農政與社政主管機關的資源

運用，且敦請盡速訂定農業合作社場輔導獎勵辦法及增設專責輔導單位，將是

推動六級產業化—農業價值鏈整合與共享經濟的焦點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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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二) 

主持人  吳肇展主任－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各位長官、各位嘉賓、各位先進、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學合作經

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主任吳肇展，今天很榮幸擔任本場次的論文發表主持人，

本場次論文發表的主題是：農業生產合作社六次產業之運用—以中都農業生產合

作社為例，發表人是本系的楊坤鋒老師，楊老師是農業合作方面的專家，在介紹

本場次的發表人及與談人之前，請容我利用這次的機會，代表本次研討會的承辦

單位，逢甲大學合經系，感謝各位的蒞臨，以及感謝各位的參與。另外，向各位

報告這次的研討會，締造了一個新的記錄，以及一個新的做法。新的記錄就是，

我們這次的研討會，是有史以來，報名人數最多，超過 200 名，所以我們在隔壁

的另外一間教室，開了第二現場，以現場直播的方式同步播放研討會實況，那邊

有三個大螢幕，若無法進來這裡的貴賓，請移駕到隔壁的教室觀看直播。一個新

的做法就是，我們這次採用現場直播的方式，若個位有關心合作事業的親朋好友

無法到現場，個位的資料袋裡有一個直播的操作方式，請傳給他們，我們希望運

用資訊科技的力量，將合作事業的真善美，迅速地傳達出去。台灣的合作事業，

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教育與宣導，讓更多人，更多台灣民眾，能夠認識與了解合作

事業，進而參與及支持合作事業。由於今天這個場次人很多，所以我們承辦單位

工作人員也很辛苦，我想可不可以借用大家的手，給他們鼓掌，謝謝大家。如果

在場的工作人員有服務好的地方，請給他們一個鼓勵，給他們按個讚；如果有服

務不周的地方，就請跟我說，那是我的責任。 

接著我介紹一下我們今天本場次的論文發表人，論文發表人是，本系的楊坤

鋒老師，楊老師曾任本系的系主任，目前是本系的專任副教授，楊老師的專業為

農業經濟學、合作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及統計學，更是農業合作領域專家中的專

家。另外兩位與談人，其中學界與談人，是郭廸賢老師，郭老師曾任本系系主任，

目前是本系的專任教授，郭老師的專長在農業經濟學、合作經濟學、專案管理、

非營利組織與管理這些領域，郭也是在農業合作領域堪稱是翹楚中的翹楚。另一

位業界的與談人是張啟盟張主席，張主席是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的理事主席，

可以說是在農業合作業界的領導人物，執牛耳的人物。今天的發表人及與談人，

我相信都是箇中翹楚、一時之選，想必今天整個場次的論文發表及與談一定是精

彩可期。接下來請各位熱烈掌聲，我們歡迎楊老師，來為我們發表這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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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玲菁理事長－中國合作學社暨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兼任教授 

主持人、發表人，還有與談人，大家午安!不好意思!因為有一點感冒，所以

比較遲進來，容我講一下。 

  第一，剛剛作者提到「六次產業化問題，我們的人沒有講清楚」，但是這個

是在江宜樺行政院長時期，所推動的一個計畫，沒有人去把他講清楚，在當時候

已經變成是行政院的一個既定計畫，因此，在花東地區有一個花東條例與基金十

年 400 億的部分。原先我們以為說這個部分，因為有一條由民間自組合作社，以

為可以用 10 億左右的錢，在那裡發展合作社，但是為了光是那個招標案，大概

文件往返跑了兩個月，因為他們(政府)一直強調產業六級化是要用社會型企業、

微型企業，幾乎沒有設定在合作社的概念。所以在那裡要求調整為合作事業教育

推廣便耽誤了很久。這個第一期的招標案出來是 7 百萬元，所以離 10 億是差很

遠的。現在花東已經在進行第二期，已經是以合作事業為主，大概只有 4 百萬元

左右，所以完全不到十分之一。這樣子的事實，一個想法，就是這個問題，也就

是說當行政院的幕僚，所有的人都不了解日本真實的一個六級化狀況，而推出這

些所有的、相關的措施、方案、計畫等，各部會來進行，這就是一個合作社的危

機，所以那天(2017.06.23)見葉部長的時候特別提到，現在 2030 年聯合國的一個

永續發展的目標還是缺席了合作社，因為完全沒有合作社的影子，可是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計畫，是把合作社、微型企業當作策略性的組織，在臺灣卻一個

都看不到，希望內政部能向上提出修正。 

  第二，在文章裡，提到日本的經驗，而提到臺灣的中都，我一直以為是中部

地區所有的合作社，但卻只有一家合作社。所以，如果要做這件事情(指產業六級

化)的時候，第一件事，一定要盤查中部地區，所有的這個生產鏈基礎的農、林、

漁、礦等組織情形。第二件事，因為這在花東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其中有關消費

合作社的盤查，是不是在這邊我們台灣已經是斷層? 那這個斷層，日本絕對是不

一樣的。2014 年為了 CEDAW 公約審查報告，我之前做過一個資料的檢查，2007-

2014 年間，消費合作社下降的速度 30%，是整個全體合作社的兩倍，即大過於

全體 14.9%，所以這是臺灣的一個斷層問題，與日本大不同。 

  第三，就是第三級部分的需求方向，在我看起來還是都是在販售的部分，雖

然跟學校結合，但還是販售。可是以日本來看，加工的豆腐，之後你可能到療養

院、到老人院等，這個部分就會進入到服務產業的食材供應，當然還有文創的一

個部分會進來。這個問題在臺灣來講，都是受制於所謂的公共工程的招標案問題，

這個招標案問題，可不可以看到?很多的時候是合作社的一種參的機會，如果以

學校型消費合作社來看，還是一個委外標，所以學校老師們不願意，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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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敢去承擔那樣子的一個(招標案)責任，這是我們臺灣現實的問題。 

  第四，融資的部分，在我們所看到的花東-春德儲蓄互助社，那邊也都是原住

民的農民非常多。他們歷經的問題是，他把米賣到糧商那邊，總是有賣不出去的

時候，結果缺了錢，欠債，但是儲互社的一個在地能量，還有種種的規範，他積

欠下來糧商的錢，怎麼辦? 所以就會碰到能否「代位清償」的問題。這個問題，

其實協會也做了一些協助。有很多人(後補:立委、民間單位)就說，我們微型融資

也可以做啊! 對不起!經濟部規定微型融資，是五個人以下公司，合作社是 7 人以

上也不是公司，所以種種的問題，這是一個法規鬆綁問題。 

  第五，最後東部地區，有很多的小學其實都廢校了，為了要把這個小學跟合

作社拉在一起，變成社區裡面的共食廚房與教育場域，因為隔代教養關係，在東

部地區老人家和小孩非常的多，把這些人集中在一起，光為那個小學利用，我們

還要動用立法委員去遊說當地的台東政府。所以這篇文章能夠再加上對臺灣的一

個比對，那個參考性會更大，直接進入到行政院層級的內容，可以看到更多的比

對，對政策才有較多的參考價值與意義。謝謝大家! 

 

發表人  楊坤鋒教授－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梁老師是我在念國中的學姐，時間上也到了，謝謝我們梁老師的建議，我也

希望說把中部的農業合作社做一個盤點，來看看跟日本的六次產業我們來做一個

對照，當然是最好的啦，那是不是明年我在台北大學再來發表一篇 2.0版，好謝

謝。 

 

主持人  吳肇展主任－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今天非常感謝楊老師、郭老師與張理事主席，給我們一個這麼美好的早上，

一場知識饗宴，本場次的研討會到此結束，圓滿成功，謝謝各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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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三 
 

金融科技對合作金融之影響 

 

主持人：蔡建雄 教授/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發表人：王傳慶 教授/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與談人：黃啟瑞 主任/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明欽 諮詢顧問/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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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對合作金融之影響 

發表人：王傳慶 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摘要 

    當 PayPal 在 1998 年 12 月成立，這意味著一個提供網路客戶金融服務的新

銀行品牌開始參與市場的競爭，並不斷對金融機構的經營模式帶來新的衝擊。雖

然當時尚未被提及「金融科技(Fintech)」這個概念，然而 PayPal 的經營方式可

以不必像一般銀行受到管制，卻又是最接近網路銀行的一種形式。最初以

Confinity 的名稱成立後又和 X.com 合併，這家公司藉由 eBay 的買賣雙方找到

利基市場，並透過 email 就能夠達成一個「寄送現金」的遠大目標。PayPal 在

2002年 IPO，之後成為 eBay完全持有的子公司。 

    近年來，隨著資訊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下，結合金融(Finance)和科技

(Technology)而形成一個 Fintech的新產業，它的發展趨勢可能完全改變金融機

構既有的經營模式或型態。然而世界各國政府面對 Fintech的政策，因為相關金

融法規的差異性而有不同的擴容或限制，但可預知的事實是必須接受且參與這樣

的發展趨勢。就像金融科技這個概念是運用科技來搶食、分食已存在寡占事實下

缺乏效率的金融市場，還是金融機構結合科技產業來獲得新的、有效率的經營目

標和模式。 

    我國合作金融機構包括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及儲蓄互助社等在我國

金融市場的市場佔有率已經下降到相當低的程度，然而 Fintech產業先以消費金

融、小額融資等直接切入金融市場，提供比現有金融機構更有效率的服務，影響

合作金融機構的程度當然是最直接且最具殺傷力。除此之外，若金融機構採取自

己設立發展或倂購金融科技公司所必須花費的資本投資相當龐大，而合作金融機

構在無法建構或整合成單一合作金融體系下，只能附依在政府當局應對措施所建

立的相關機構或與大型金融控股公司策略聯盟。惟此，是否對我國合作金融機構

會是最好的發展方向，亦或是會使我國合作金融機構走向「更合作」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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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金融科技、大數據、區塊鏈、 

壹、前言 

愛爾蘭 National Digital Research Centre in Dublin 定義金融科技為

「將創新的元素融入金融服務」，即以科技的方法針對無效率的金融服務作出改

善，例如業務模式、金融商品、流程及應用系統等。金融科技的概念及應用已經

存在很久，一般而言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50年至 1990年，從信用

卡、自動提款機(ATM)到辦公室自動化；第二階段為 1990年代，主要是網路應用

在線上股票交易、線上零售交易的服務到提供網路客戶的金融服務；第三階段為

2000 年代，「網路 2.0」改變或取代金融機構部分的功能，智慧型手機的功能創

新連結了新創產業的金融服務，包括 P2P借貸模式、機器人顧問、比特幣、支付

體系等。 

1950 年代，美國加州的富蘭克林國民銀行首先發行了信用卡，使人們在購

物時不再需要以實體貨幣的形式支付。1960 年代，英國倫敦北部的巴克萊銀行

出現第一台自動提款機(ATM) ，取代銀行櫃檯和分行的角色。1970 年代，許多

證券商擁抱新的交易規則迫使證管會打破對固定佣金的限制，使數以百萬計家戶

的投資機會得以不再受到限制。1990 年代，網路和電子商務發展快速，1994 年

K. Aufhauser & Company 成為第一家透過自有的 WealthWEB提供線上交易的券

商；Datek證券經紀商並在 1996年提供線上零售交易的服務。PayPal在 1998年

12 月成立，這意味著一個提供網路客戶新型態金融服務的公司開始參與市場的

競爭。經過 2000年到 2002年「網路泡沫」金融市場危機的洗禮後，「網路 2.0」

從 2004 年開始可謂是網路的第二次崛起。包括 P2P 網貸平台、機器人顧問、比

特幣、支付體系等新金融科技的發展，似乎已經宣告了金融科技已呈現破壞性創

新的發展趨勢，許多現有金融機構的功能可能被取代，尤其是對資金流結構和金

融從業人員造成重大的衝擊和影響。 

金融科技大致上可以分成二大類，一是以網路科技介入金融領域，以科技為

基礎直接切入金融相關業務，藉由更高效率的手段提供金融服務以搶占市場；另

一是對金融機構提供科技服務，只提供金融服務而不直接介入金融領域，是藉由

科技的方法幫助金融機構更有效率的經營。依據 Venture Scanner針對 F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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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所提供服務的業務內容而言，又可分為一般融資業務、個人融資業務、權益

型融資業務、小企業融資業務、消費金融業務、支付業務、匯款業務、群眾募資

業務、零售投資業、銀行基礎投資業、機構型投資業、科技金融投資業、金融研

究資訊業、安全與詐欺防止管理業等十四類。用以作為金融科技發展的四個最主

要的工具是大數據、雲端、物聯網及區塊鏈。 

以網路科技介入金融領域的金融科技應用，譬如第三方支付、P2P網貸平台、

群眾募資等： 

(1)第三方支付：指具備一定財務實力和信譽保障的非銀行機構，借助通信、

數據計算機和訊息安全技術，採取與各大銀行簽約的方式，連結顧客用

戶與銀行結算系統所建立的電子支付模式。 

(2)P2P網貸平台：P2P 網路貸款是指透過第三方互聯網平台進行資金借貸雙

方的媒合，需要資金的人可以藉由互聯網平台尋找擁有資金且願意在某

一定借出條件下貸出資金的人，亦可以協助貸款人和其他貸款人通過一

種契約協議共同分擔一筆借款額度的貸款風險，借款人透過網路信息亦

能充分比較選擇較有利的利率條件下借入資金。 

(3)群眾募資：指利用互聯網和 SNS 傳播的特性，讓新創企業、藝術家或個

人對公眾展示其創意項目或目標，在吸引公眾的關注和支持後得以用團

購與預購的形式向網友募集項目或目標所需的資金。群眾募資平台的運

作模式大同小異，需要資金的個人或團隊將目標項目的策劃交給群眾募

資平台，經過相關審核後即可在平台的網站上建立屬於自己的頁面。 

對金融機構提供科技服務之應用，譬如基礎 IT 供應商、數據類服務商、互

聯網金融門戶、前端科技整合供應商等： 

(1)基礎 IT 供應商：提供金融機構所需要大量的 IT 建置服務，如企業內的

ERP、財務管理系統、郵件管理系統等。 

(2)數據類服務商：集合大量非結構化數據進行即時分析，提供全方位即時

資訊給金融機構或其客戶，例如透過分析和挖掘客戶交易及消費信息進

而準確預測客戶的消費習慣與行為，使改善金融機構經營和風險控管上

的效率。大數據的金融服務平台是指擁有大數據的電子商務企業從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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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中快速獲取有用資訊的能力，例如證券商網路交易平台、提供給客

戶的程式交易軟體等。 

(3)互聯網金融門戶：利用互聯網進行金融商品銷售，以及為金融商品銷售

提供第三方服務的平台。它的核心就是「搜索+比價」的模式，採用金

融商品垂直比價的方式，將各家金融機構推出的金融商品放在平台上，

網家用戶可以透過比較選擇合適的金融商品交易。互聯網金融門戶的多

元化創新發展提供高端金融商品創新及理財投資服務的第三方機構，如

提供保險商品諮詢、比價、購買服務的保險門戶網站。這種模式不存在

太多政策風險，因為其既不負責金融商品的實際銷售，也不用承擔任何

不良債務的風險，而且資金流也完全不會透過介於中間角色的平台。 

(4)前端科技整合供應商：是指將許多如 AI人工智慧、區塊鏈、VR、機器人

等前端科技整合進金融服務項目中，並提供解決方案的供應商。 

大數據的資料記載著人們日常生活中不斷發生與持續進行的許多事項，可以

透過物聯網、社交媒體及網路商店的管道產生。物聯網泛指科技應用在人們日常

生活中所使用的配備及裝設於不同機具、家電及儀器上的偵測與傳輸裝置，這些

個人配備或設備裝置會不斷的將所偵測到的資訊資料傳輸至電腦的資料庫中，再

依據數據演算後做出人們所需項目的分析與判斷，諸如個人健康狀況、天氣預測、

交通狀況與行程規劃、投資條件與決策時機等事項。社交媒體(臉書 Facebook、

推特 Twitter 等)已經成為人們頻繁交流活動的重要平台，社交媒體可以蒐集大

量有關個人生活與消費習性的資料，再依據數據演算後推出針對性客戶群的行銷

策略，達成區隔市場下的利潤目標。網路商店(Amazon、Alibaba等)可以透過大

量網購活動產生的大量資料中獲得消費者的偏好及其評價，再依其推出適當的行

銷策略。 

雲端主要是經過遠端的伺服器提供不同的服務，由於現在人們頻繁使用電腦

與行動裝置(智慧型手機) ，為了解決儲存容量限制和增進網路速度有關，人們

對雲端的需求日益增長。 

區塊鏈是用分散式資料庫識別、傳播和記載價值的智慧化對等網路，起源於

比特幣，也稱為價值網際網路。區塊鏈是一串使用密碼學方法產生相關聯的資料

塊，每一個資料中包含了若干次網路交易的資訊，用於驗證其資訊的有效性(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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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和生成下一個區段。區塊鏈在網路上是公開的，每一次交易要獲得數個確認

才能進行，且不需下載區塊鏈資料儲存到電腦或行動裝置中。區塊鏈技術提供了

一個共識主動式參與機制，使人們能夠以完全分散和去中心化的方式實現大規模

的合作。這種技術甚至被視為可以超越政治和全球自治的工具，能使大規模的社

群互動組成區塊鏈自治體系，將使人類進化到領導無需權威、秩序無需法治、贈

與無需納稅、社群無需國界的共識主動性的時代。 

綜合以上之敘述，金融科技 2.0具有去仲介化、金融服務分散化、整體資料

管理、演算程序、人工智慧、安全及隱私等特徵。惟金融科技的應用都必須仰賴

管理大量資料及演算程序才能執行，不論是透過中央資料庫的雲端、離散資料庫

的區塊鏈、數學或密碼技術，金融機構本身必須是大量資料的擁有者，或取得資

料的成本不宜過大，否則會降低其實際效益。就目前金融科技的發展而言，主要

是應用在支付、P2P網路貸款、群眾募資、數位貨幣、資產管理、雲端會計、機

器人理專和保險顧問、金融科技安全、自動及程式交易系統等項目。 

貳、金融科技對合作金融的影響 

依法律體系而言，我國是採取大陸法系國家，有單一法令規範金融機構的運

作，只要是法規沒有給予許可的營業項目皆不得從事之，尤其是特許的銀行業務，

因此金融科技的推動必須逐條修改法規。而採取海洋法系的國家因沒有一套單一

的銀行法規範，金融科技的推動顯然就相對比較容易。雖然如此，金融科技的快

速發展已經是一種無法阻擋的趨勢，如何快速有效的解決問題，已經是主管機關

和現有金融機構必須面對的挑戰。如何因應國內外金融科技業者的參與競爭，可

能帶來對國內金融機構及從業人員的衝擊。另外，在金融業者一窩蜂火熱投入時，

相對也要考量網路詐騙的問題，及避免像 2000 年至 2002年網路泡沫化的再一次

發生，導致一種不可逆發展所造成金融體系的破壞及金融市場的危機。 

金融科技對我國合作金融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與影響，本文將以信用合作社

的業務內容範圍來論述。由於過去金融控股法等相關法令的訂定及政府執行政策

傾向的關係，信用合作社可承做的業務項目很少且受到許多的限制，譬如信用合

作社不得連結法人機構以擴大其業務範圍，這其實已經與金融科技發展的立意精

神相違背。因此信用合作社業務與目前金融科技已發展應用的諸多領域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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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較小，但若不設法去連結的話卻又可能成為金融科技競爭下的犧牲品。然而

合作金融機構卻有一個相對的優勢，就是在既有的金融科技應用中可發現許多是

需要群眾的合作來達成目的，如 P2P網路貸款、群眾募資等。從這個觀點切入的

話，合作金融機構是最適合作為金融科技的試點，若能先將信用合作社、農漁會

及儲蓄互助社連結起來，甚或再連結消費合作社的資源，可藉此讓各類型的合作

組織透過金融科技應用使所謂的「基層金融」更加穩定。 

我國信用合作社的業務內容除了吸收社員、非社員存款外，可對社員放款，

非社員授信總額不得超過其所收非社員存款的總餘額。可以辦理債務保證、票據

貼現；金錢債權之取得與轉讓；鄉、鎮、市庫代理業務；保管業務；保險商品銷

售。部分可以辦理國內外匯兌及進出口業務；投資目的有價證券買賣及有價證券

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公庫之代理業務。從信用合作社的業務內容比對目前金融

科技業者所提供的金融服務項目，網路商店接受儲值式存款、P2P網路貸款、行

動支付創新匯款與清算模式，擴大到進出口貿易、金融投資與保險顧問，這些都

與信用合作社的主要業務相同或雷同，未來信用合作社想必然會受到的衝擊是可

預見的。本文分別針對金融科技對信用合作社相關業務變革所產生的影響加以述

明： 

(1)存放款業務的變革：在 2008年金融危機後，傳統的金融仲介機構對放款

採取嚴格審查以管控信用風險，這對信用等級較差但需要資金者無法從

傳統銀行獲得貸款。在替代性放款平台的出現反而對傳統金融機構產生

破壞式的創新，這些平台以信用等級較差的客戶為基礎，可能可以進一

步爭取到信用等級較好的客戶，使得傳統銀行也必須另外再建置替代性

存放款平台以因應競爭。另外，金融科技也移轉了客戶取得金融商品與

服務的管道，傳統銀行提供多樣化集中的商品，創新服務平台提供單一

或特定的商品(例如 P2P、自動化資產管理平台)，可以隨著客戶加重對

科技的信賴與偏好，將更能夠掌握客戶關係的優勢。藉由這個經驗可以

提供給信用合作社在金融科技上發展的方向，信用合作社雖然資本規模

比商業銀行小很多，可辦理的業務項目也比商業銀行少很多，但若能結

合大多數的信用合作社，依社員及準社員的偏好設計與提供單一或特定

的商品，並建立一個專屬平台。利用類似的優點達到相似的效果，信用

合作社可透過比商業銀行更低手續費來吸引客戶與新的社員的加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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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合作社對社員、社員對社員相對了解的程度準確評估借款人的信

用評等，降低借款人的違約風險。 

(2)支付體系的變革：金融科技主要的創新在使消費者以行動設備與網路支

付更為簡便且有價值，而能實現無現金交易。具體的創新大概有四種型

式－「行動支付」如電子錢包、網路商店行動支付平台；「帳單整合」

如行動購物與付款的 Apps、整合式行動購物 Apps；「支付的串流」如從

機器到機器的支付模式；「下一世代之安全交易機制」如生物特徵的身

分驗證、以所在地為基礎的身分驗證。主要聚焦在前端消費者與商家之

間交易行為與習慣，這個部分並未真正對支付的架構產生破壞式創新的

效果，真正產生破壞式創新的是「新種支付軌跡」的發展。目前全球金

融機構之間的匯款方式仍然是透過清算機制，但將款項由一個國家匯到

另一個國家時還是有不同貨幣轉換的一些障礙。未來非集中清算式貨幣

與行動貨幣將對採用傳統匯兌模式的既有金融機構產生競爭壓力。台灣

行動支付(股)公司 Twallet+已於 103年 9月 5日設立，103年 12 月 30

日開始線上營運，陸續推出消費購物、轉帳、繳費(稅)、提款等多元行

動支付功能。開辦以來已經有 24家國內的金融機構加入行動支付服務，

淡水一信及基隆二信亦準備加入，淡水信用合作社、桃園信用合作社、

澎湖二信及金門信用合作社有加入行動繳稅及行動金融卡服務。因我國

信用合作社缺乏信用卡服務項目，若能以加入行動支付、行動繳稅及行

動金融卡服務來增加使用者透過支付而增加在信用合作社的存款比率

或小額貸款的需求，更可以透過行動支付 Apps 與商家結合廣告或異業

行銷提升相對競爭力。 

(3)保險業務的變革：近年來，網路訊息集中平台的出現，將分化以往保險

公司與客戶關係為主的傳統保險銷售管道，對個人型與小型商業保險的

銷售模式造成破壞式創新。另外，汽車自動化設備與功能降低了承保風

險，使保險業也投入這些設備的研發可降低出險理賠率。又遠端通訊技

術的普及讓保險業者可即時監測保險標的的危險，資料處理的便捷也為

保險的承保技術、商品設計及商業模式帶來改變。信合社在保險商品銷

售上不再只是被動代理銷售的模式，可以透過網路訊息集中平台獲取更

多的保險資訊，以客製化主動代理模式設計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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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資管理業務的變革：2008年金融危機後，客戶對理專產生不信任，因

此市場的破壞者結合科技應用在財富管理上，如自動化財富管理平台、

社群式交易平台、提供風險演算的零售交易平台，都提供了費用低廉且

可使客戶較具主導性的財富管理管道。另一方面，傳統金融機構提供財

富管理交易外包服務，例如雲端儲存、雲端運算、線上交易平台的建置，

還有協助金融機構降低交易流程中的繁瑣程序與成本。信合社可以建置

一個社員社群式交易平台，提供社員在財富管理方面的參與及討論，再

和其他金融投資機構連結，間接可改善合作社業務項目受限之不足，並

且可能促使合作社社員增加對資金的使用度。 

 

參、金融科技與合作社創新的可行性 

本文以區塊鏈技術為例，針對金融科技應用在合作社創新的可行性舉例闡述。

區塊鏈技術具有三項特質，一是去中心化，區塊鏈不依賴額外的第三方管理機構

或硬體設施，除了自成一體的區塊鏈本身沒有中心管制，通過分散式核算和儲存，

每個節點實現的信息自我驗證、傳遞和管理。二是開放性，除了交易各方的私有

信息被加密外，區塊鏈的數據對所有人開放，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公開的介面查詢

區塊鏈數據和開發應用。三是獨立性，整個區塊鏈系統不依賴第三方，不需任何

人干預。四是安全性，只要不能掌控全部數據節點的 51%就無法肆意操控修改網

路數據。五是匿名性，除非有法律規範要求，否則信息的傳遞可以匿名。 

以常用的金融轉帳或付款為例，A 帳戶發送之交易資訊會以數個編碼方式形

成區塊，並透過廣播傳遞給網絡所有參與者(又稱節點)，每個節點便會開始對區

塊進行轉譯與運算以分辨交易請求的真偽，當區塊通過驗證後會被允許進入區塊

鏈中，便成為共享帳本的一份子，錢也就被順利的轉到 B帳戶。傳統的交易方式

是以金融中間機構作為中心點，負責確認並許可 A帳戶的憑證，再透過內部作業

流程始得轉帳成功。 

愛爾蘭農產合作社攜手巴克萊銀行(Barclays)完成第一樁區塊鏈技術進行的

貿易融資交易，將通常需要費時七至十天的過程縮短到四小時內完成，開啟簡便、

安全、快速貿易融資新時代。這筆信用狀交易為愛爾蘭農產合作社 Ornua 價值 10

萬美元的乳酪與奶油出口提供擔保，保證會出貨給 Seychelles 貿易公司。這項

交易透過以色列 Wave 設置的區塊鏈平台執行，運用 Wave的技術完成貨運單據、

保險等文件的數位加密簽章。案例中真正掌握區塊鏈技術的是巴克萊銀行，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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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蘭農產合作社是這項技術的直接受惠者，即使合作社本身並沒有資訊財經的專

業背景以獨立達成金融科技創新的能力，但它可以藉此獲致時間上的競爭優勢，

專注在乳酪與奶油的專業項目上而保有比較利益的優勢。此外，利用區塊鏈技術

完成整個程序不受時空的限制，可以避免人為的干預或制度的限制。 

 

肆、結論 

    金融科技對以傳統金融業務為主的合作金融組織而言，可能帶來在支付、

存放款及保險代理等業務型態變革的衝擊，尤其是信用合作社，可能在未來必

須面對社員與準社員取得資本、投資管理及市場資訊的多元性而失去原先已經

存在的地域和成本利差優勢。整體而論，金融科技將對合作金融環境產生一些

正面的影響，也會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銀行機構為了維持寡占競爭市場的優

勢必然會透過金融科技的許多方式來降低人力資源的營運成本和其他開支以增

加效率；另外亦可透過財富管理和低資本密集的保險業務取得較高的營業所

得。銀行機構可藉由金融科技的應用突破金融業既有的框架，擴展新客戶群及

與國際金融市場更密切的連結，讓金融業能提供更完整的服務。然而我國各合

作金融組織可承做的金融業務受到相關法令的限制，金融科技可能帶給銀行機

構的正面影響卻可能對合作金融組織產生威脅的負面影響。 

    金融科技可能跨業的競爭加劇，帶來對既有產業穩定性的破壞，利益相關

參與者的加入可能會改變金融業原本寡占競爭市場的特質，不僅造成金融業者

之間的新競爭模式，也使以市場利益導向的金融科技新創公司及網路電商公司

都可能加入戰局。從支付系統、放款以大數據授信審核、新創企業集資、機器

人理財等具有競爭優勢的工具或方式使金融服務業者必須共同面對跨業競爭的

挑戰。雖然金融科技涉及跨國、跨區域、高度影響金融市場運作的發展，而我

國法律採大陸法源體系，過去政府金融監理單位依法嚴格管理下，不管本國或

外國金融業者的競爭必須處於平等的法律規範，應對未來金融科技可能衝擊和

改變我國的金融體系，相關法令的修改和新訂法令都足以影響我國各合作金融

組織是否能永續經營。因此，各合作金融組織之間是否能藉由金融科技發展的

趨勢再現合作的真價值，將所集結的合作力量展現在金融科技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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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對合作金融之影響與談資料 

與談人: 黃啟瑞 主任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面對來自於全球的挑戰，金融機構的經營策略，不能再侷限於傳統功

能型個別服務的提供，而應從更高的視野，結合各相關產業，運用精準的

資料科學分析發掘消費者的需求，整合多方面資源，以創新有效率的方式

來提供服務。 

    金融服務的創新應用使銀行業最先受到衝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2015 年 7 月報導，由於消費者轉向使用行動服務，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在過去兩年縮減 10%的分行數， 員工數減少 15%，

ATM 數量刪減 2%。在台灣 2015 年起也開始有銀行裁撤。 面對排山倒海

而來的金融科技熱潮，原本規模小、分支少的信用合作社如何因應? 以下

將借鏡國外信合社以區塊鏈成功轉型獲利的案例，來探討台灣信合社翻轉

的可行性。 

壹、 國外信合社以區塊鏈成功轉型獲利之案例 

 對區塊鏈技術於信合社之應用，譬如王教授提到的  愛爾蘭農產合作

社之快速融資貿易、美國信合社之分布式記帳技術及區塊鏈聯盟 CU 

Ledger 以用戶為中心的自我認證模式等。 

(1) 愛爾蘭農產合作社攜手巴克萊銀行(Barclays)完成第一樁區塊鏈技

術進行的貿易融資交易，將通常需要費時七至十天的過程縮短到四

小時內完成。英國 Barclays 公司利用一家以色列新創 Wave 的區塊

鏈平臺技術，完成第一筆區塊鏈交易，將原本需要 7~10 天的交易

縮短到 4 小時以內，這筆區塊鏈交易的對象是愛爾蘭農業合作社

Ornua 跟食物批發交易商 Seychelles，交易內容是 10 萬美元的起司

跟牛油。透過區塊鏈技術，所有交易都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被追蹤

而不需要第三方驗證，也因此減少原本紙本運作帶來的累贅。此筆

交易的雙方可以在經過加密的狀態下，交換船運、保險以及原始文

件，而且也不需要人力成本，時間與金錢都省下。 

(2) 美國信合社求助於區塊鏈，採分布式記帳技術與其他信合社合作。

金融之家 2016 年 10 月 11 日訊 CUSO(信用社服務組織)成為了區

塊鏈聯盟 CU Ledger 中的一員。其分布式記帳技術令超過 50 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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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O 信用合作社在 CU Ledger 的倡議下結盟合作。CUSO 成員是

由聯邦政府特許和擔保的信用合作社，通常專注於自身核心競爭力，

例如支付卡處理服務及商業貸款發放等。然而信用合作社普遍營運

規模不大，因此 CUSO 成員會選擇傾盡資源來為他們的會員提供

更好、更便宜的新服務。儘管不排斥，但信合社彼此之間也找不到

合作的必要性。今美國信合社與區塊鏈結盟，證實可分布式記帳的

實現對金融業的吸引與潛力。 

(3) CU Ledger「以用戶為中心、自我認證」之模式非常適合信合社的

業務性質。CU Ledger 為信合社帶來了其他金融實體所不具有的優

勢，CUNA(信合社國際組織)營運長 Rich Meade 敘述:「區塊鏈最根

本的兩個概念為規模和安全，我們已經把信用合作社聯合在一起了，

這代表我們有足夠多的成員並且能夠迅速擴大規模。」Meade認為，

這就像是「大衛與歌利亞」模型，更小、更靈活且更聰明的參與者

會更快的實現目標。信用社已經成功證明在分布式記帳系統方面合

作的必要性。例如:行業設立 CUNA Mutual Group，它為商業和消

費者提供保險產品，以及 CO-OP Shared Branching，能夠實現合作

社網絡共享，為成員執行金融交易的場所提供了方便。而 CU Ledger

以用戶為中心、自我認證的模式也非常適合信合社的業務性質。

PSCU(CU Ledger 中的一個信用合作社組織)的副總裁 Dean Young

表示「發展以用戶為中心的身份認證可以解決銀行的許多難題。」  

    CSCU(為信合社提供支付卡服務的機構)主席 Robert Hackney 表示：

「在合作社日益減少的情況下，一個更流暢的識別系統對行業是有益的。

很多時候，信用社為了擴大規模而選擇合併或收購其他信用社，但卻也造

成了更複雜的監管環境。目前，信用社的投資組合和信貸組合分散在不同

的機構，如果有辦法驗證通過不同的投資組合和不同的供應商，那將對整

個環境非常有利。」透過區塊鏈，不同交易將得以被整合，並創造更加完

善的交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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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法規鬆綁、人才培育、Fintech 推廣，使信合社穩住陣腳 

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表示從競爭力角度來看，信合社過去幾年雖然家

數持續下降，但其依然是偏鄉金融服務主要提供者。目前全台雖然有

60 幾個偏鄉沒有銀行與信合社分支機構進駐，但如果把郵局、農會算

進來，台灣絕大多數民眾的基本金融服務需求都有獲得滿足。信合社

在台灣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金管會過去以來准許基層金融開辦外匯、基金等業務。然這次面對金

融科技浪潮，惟透過制度面之法規鬆綁，給予信合社較好的生存環境

如減稅、租稅獎勵、基本面金融科技人才之培育及推廣 Fintech，使偏

鄉地區民眾能了解金融科技，將使信合社能在這一波金融科技浪潮中

穩住陣腳。 

 

(1) 制度面之法規鬆綁，給予信合社較好的生存環境如減稅、租稅獎勵 

在台灣，不同於以往對信合社有較嚴格的行業規範，有鑑於網路科技

衝擊基層金融，金管會宣示 2017 年將修改《信用合作社法》，排除目

前《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中「前一年營業額在 1 億元以下，或經常僱

用員工數未滿 100 人」的規定。此修法將使信合社受惠於《中小企業

發展條例》中增聘員工最高 130%租稅抵減，與《產創條例》中研發費

用抵減規定。此外，銀行局局長王儷娟表示，如淡水一信、基隆二信

等較大型之信合社，其規模已經接近區域性銀行，在監理上已準用《銀

行法》規定。未來若《信用合作社法》順利完成修法，有了租稅獎勵

的基礎，信合社有望升級，並進一步結合偏鄉行動銀行的「普惠金融」

服務。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表示，金管會在基層金融的監理上，並沒

有政策的轉變，過去信合社申請合併、改制的大門，現在仍然持續開

放著。從提高信合社競爭力角度來看，信合社過去幾年雖然家數持續

下降，但其依然是偏鄉金融服務主要提供者。目前全台雖然有 60 幾個

偏鄉沒有銀行與信合社分支機構進駐，但如果把郵局、農會算進來，

台灣絕大多數民眾的基本金融服務需求都有獲得滿足，金管會過去以

來也准許基層金融開辦外匯、基金等業務。另外，在租稅獎勵上，考

量信合社規模較小，信合社也不適用金融業 5%的加值型營業稅。 

 

(2) 基本面金融科技人才之培育 

除了制度面的改革，基本面「金融科技人才」的培育，也是台灣信合

社急需著手改革的問題。金管會於金融科技發展白皮書中便指出透過

「金融機構人才轉型」、「產學合作人才養成」與「科技金融人才培訓」

是推動金融科技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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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人才轉型金管會要求所有金融機構在 2015 年底前，提出金

融從業人員 1 到 3 年轉型升級之因應計畫，需包含金融從業人員專

業能力調整及輔導人員培養第二專長。 

產學合作人才養成透過產學聯盟機制培訓金融科技人才、以現有金融

訓練培養多元化學習，提升金融科技人才跨域能力。 

科技金融人才培訓向下紮根強化大專 院校產學合作人才養成，這也是

重點培訓之一。鼓勵金融業與產學合作、訓練機構與產學合作、整合

跨校跨領域資源，擴大金融科技人才培育以提升學界與金融業界之合

作關係，落實學用合一。大學傳統的教學系統也應改變，導入最新的

科技趨勢才是使產學得以接軌的解決辦法。 

 

(3) 推廣 Fintech，提升金融科及普及率。 

全台 360 多鄉鎮市區，有四成沒有一間銀行，於此更能凸顯普遍對偏

鄉地區提供金融服務之信合社對台灣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藉由金融科

技的發展，讓偏鄉居民能享用金融資源，進而實現普惠金融目標，而

提高偏鄉地區民眾對 Fintech 了解及使用率是信合社加入金融科技元

素後首要面對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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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對合作金融之影響 

與談人︰蔡明欽 諮詢顧問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1. 第三方支付興起將影響傳統金融的存款業務 

 

第三方支付的興起造成的衝擊是銀行存款的流失。銀行為了吸收存款，想方

設法，勸誘客戶做支付的交易。譬如說：支票存款、公共事業繳費，含水電、瓦

斯、電信費的繳付、社區大樓管理費的繳付、信用卡費、各樣稅費。可以吸收客

戶存款，存款利率也比較低，以降低銀行的資金成本。這樣的優勢漸漸被第三方

支付顛覆，鯨吞蠶食銀行的低資金成本。在大陸三大金融科技巨頭 BAT(百度、

阿里巴巴、騰訊)崛起後，對銀行存款業務已形成威脅。 

 

大陸是先發展電商，淘寶之後，支付寶的方式做為買方在電商平台下單的擔

保機制；也就是要求買方先在支付寶先預儲一筆款項，買方確認收到的貨品無争

議後始轉帳給賣方。這樣的支付模式與台灣、美國電商平台不同。由於支付寶可

以允許每個人儲值的金額最高上限是接近 1 百萬人民幣，形成的資金池甚為巨

大。阿里巴巴繼續發展餘額寶業務，將客戶的閒置資金轉移去投資貨幣型基金，

客戶樂意把錢先放在餘額寶。餘額寶與天弘基金合作在成立後的六個月，也就是

2013 年 11 月，就達到了 1000 億人民幣。2014 年底餘額寶規模增至 5789 億人民

幣1。這也引起中國監理單位的重視，後續即就第三方支付的業務加以監管。 

 

基本上，悠遊卡也是一種第三方支付，但是悠遊卡對銀行的影響應該不大，

因為台灣的第三方支付專法限縮了使用者預先儲放在悠遊卡或者第三方支付的

金額，就個人而言，第三方支付可以儲存上限是五萬元新台幣。從而，類似中國

餘額寶的發展，侵蝕銀行存款的現象，目前在台灣沒有發生。 

 

另一方面，從移動支付來看，Apple Pay 登台 2 週就成功綁定 70 萬張信用

卡，Samsung Pay 已啟動試用，以及 Android Pay 也將登台2。銀行趕緊加入 Apple 

Pay、Samsung Pay，是恐怕年輕人使用手機支付會越來越多，勢不可擋，寧可手

續費少賺，但是至少希望能防止存款大量流失。 銀行是以信用卡綁 Apple Pay、

Samsung Pay，信用合作社則無信用卡的工具。如果信用合作社能和 Visa、Master

                                                      
1 曹磊、錢海利，FinTech 融科技革命，p. 73，商周叢書，2016 年 5 月 24 日。 
2 台灣行動支付公司於 2016 年 10 月啟用服務，在 Sony 手機中內建「t wallet+」APP。上線至

今約 7 個月，綁卡數不到 4 萬張。溫子豪，卡優新聞網，2017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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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發行類似郵局的借記卡，並且全台通用，甚至可全球通用，又有許多優惠，

即有機會穩助存款流失，甚且吸收更多存款。 

 

2. 網路社群的流行將改變傳統金融的業務推廣 

 

網路可以作碎片化3，使得金融機構的產品可以作存款、放款、匯款、保險、

證券等交易的拆解 app，不需要傳統銀行所需的巨額投資，進入門檻變低。不過，

另一個趨勢是藉由網路與手機，數位銀行提供擴增服務4，大陸騰訊的微信原本

只是一個網路社群，如今發展成只藉一個 app 能提供涵蓋食、衣、醫、住、行、

育、樂的服務。大陸的農商銀行與台灣的農會信合社類似，也仿照微信概念在微

信 app 紛紛成立可以”關注“的官網。 

 

在台灣，信用合作社可以類比考慮，結合社區商店發展食衣住行育樂的 app

社群，或是支付 app。前者成本較低，後者稍高，但是現在台灣已有許多 app 軟

體廠商，app 的功能設計、撰寫程式到上線，從幾十萬到上百萬都有。 不過，設

計 app 是一項成本，與店家洽談合作、開發、宣傳、維護社群網站 (不要成了社

群蚊子館) 也都是成本；信用合作社需要考量透過「信用合作社聯合社」聯合一

起作。 

 

3. P2P Lending(網路借貸)也可能衝擊傳統金融的借貸 

 

2006 年 5 月，第一家中國 P2P 公司宜信宣告成立。2015 年，超過 4000 家公

司奔赴 P2P 這場事業。由於平台陸續出事，2015 年的問題平台高達 1120 家，投

資人受損事件日益增多，僅 e 租寶一案，涉案金額高達 580 餘億元，受害者超過

90 萬人。2015 年 7 月與 2016 年 8 月，一系列細則對 P2P 金融作出了詳細的規

定也終於出台，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監管5。 

 

金融監理單位就這一兩年在台灣陸續成立的十幾家網路借貸公司，目前似乎

並未有明確欲意立法監管的態度。但其後續發展，特別是會否侵蝕基層融資市場，

值得信用合作社業者持續觀察。 

 

 

 

 

                                                      
3 連上線等於連上全世界 引爆社群影響力，T 觀點，TVBS，2016 年 1 月 10 日，YouTube。 
4 Skinner, Chris，孫一仕譯，數位銀行，pp. 43-64。 
5 3 年死了 3493 家！正規的不到 1%！，P2P 觀察，http://mp.weixin.qq.com/s/OVlYru6-

55FLyHL9d0MkHg ，2017 年 6 月 1 日。 

http://mp.weixin.qq.com/s/OVlYru6-55FLyHL9d0MkHg
http://mp.weixin.qq.com/s/OVlYru6-55FLyHL9d0Mk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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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傳統金融機構通路的價值正滑落中 

 

傳統銀行正在加速消失，趨勢已非常明顯。目前中國已有 15 家銀行的離櫃

率超過 90%，全年銀行離櫃交易達 1777 億筆，同比飆升 63.68%。也就是 15 家

銀行 90%的業務都不再去櫃檯辦理，這是減員的根本原因。而這個現象不僅是

在中國，歐洲乃至全球的銀行更加慘烈6。 

 

信用合作社過去可賣給銀行當通路，特別是消費金融的通路，以後可能越

來越難賣。因為銀行也要縮減實體通路。另一方面，剛自工業銀行轉型成商業

銀行的王道銀行由於缺乏實體通路提供客戶開戶服務，或許在生物辨識科技成

熟與金管會同意遠端開戶之前，願意買一些通路也說不定。 

 

                                                      
6 傳統銀行正在消失，銀行減員，2017 年 3 月 29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po/feed/share?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3658862472560779154%22%2C%22source
From%22%3A%22bjh%22%7D&fr=bjhauthor&typ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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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三) 

主持人  蔡建雄教授－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教授蔡建雄，今天很榮

幸擔任本場次的論文發表主持人，本場次論文發表的主題是：金融科技對合作金

融之影響，發表人是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的王傳慶教授。另外兩位與談

人，其中學界與談人，是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的黃啟瑞主任，另一位業

界的與談人是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蔡明欽諮詢顧問。請各位以掌聲歡迎王傳

慶教授，來為我們發表這篇論文。 

 

主持人  蔡建雄教授－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我們最後一點時間，開放大家有什麼問題或是要交流的。 

 

蔡明欽諮詢顧問－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我今天真的學到很多，我以前的概念只有信用合作社，今天我才知道各式各

樣、各種型態的合作社。 

    剛剛我們提到”FinTech”，提到阿里巴巴，淘寶已經發展到了所謂的”農村淘

寶”。 農村淘寶在我的概念，就是把農會的東西放到電子商務平台去賣，再去買

都市的家電，因為大陸農村常常買家電買得比都市還貴，這是不公平的；然後倒

過來，農村的東西賣出去很便宜，所以他們在做拉近貧富差距的事情。你看這個

概念是不是跟農會很像?剛剛前面主講人提到的中都農業合作社，我覺得這個互

聯網的概念應該可以想辦法應用在合作社很多地方這也是我蠻有興趣，聽到這樣

一個概念可以結合。剛剛又提到說”普惠金融”，我記得第一位主講人有講到

Inclusion 這個字，其實普惠金融 Financial Inclusion 就是把那些弱勢、借不到錢

的，在經濟上比較弱勢的族群把他包含進來；這是大陸這些有錢人、金融業者除

了在做金融科技，也在想怎麼樣藉由互聯網去照顧鄉村、照顧弱勢，我覺得這是

我們可以思考的。 

    譬如說，各位可以去百度搜尋，大陸農村的互聯網的借貸公司，有一個叫做”

翼龍貸”，他是線上以及線下都做。線下去看是不是真的養這麼多豬、是不是真

的種了這些作物；線上審核，就很快撥款給你。大陸還有一個發展，線上對話我

們台灣人常使用 line，大陸是用微信。互聯網、手機有個特色，第一，他可以碎

片化，使得銀行的存、放、貸，甚至於保險、證券，全部切割。這也是為甚麼互

聯網金融公司蓬勃發展，因為門檻降低。現在的門檻就是科技，科技只要突破，

就可以做。到後來，我剛剛提到騰訊的微信，它原本只是像我們的 line，但發展

到現在，微信甚麼都做了。像是你用大陸的微信叫出租車，然後在微信上付款。

Uber 在台灣被趕出去；在大陸的 Uber 是被”滴滴出行”這家公司併下來，這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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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仿造 Uber 的作法，做得比 Uber 更精緻，它跟騰訊的微信和支付寶合作，所以

它從訂車到付款全部搞定。好像我在沙鹿靜宜大學兼課，從沙鹿火車站去靜宜的

時候，我用”台灣大車隊”的 app 叫車，再從學校趕回沙鹿火車站，都叫不到，為

什麼，因為”台灣大車隊” app 的 GPS 定位出現的不是靜宜大學。所以我們的 app

還有很多的發展空間，這是我們需要努力的。 

最後，我覺得有一些 FinTech 工具在信用合作社是用不到的。第一，我剛剛

提到的大數據應該是用不到的。第二，智能理財，也就是機器人理財。我的理解

是因理財涉及保險、基金等投資顧問業務，信合社應該沒這項業務，所以應該用

不到。所謂的智能理財，就是剛剛主任提到的 AI，也就是 Alphago 這個故事。 

    再來談”區塊鏈”，除了比特幣是比較有名以”區塊鏈”技術推出市場的產品，

目前沒有較有名氣推到市場的應用。比特幣也是很有爭議，它有百分之六十都是

由中國大媽投資，比特幣造成中國投資的風潮，從大概一兩百塊美金一個，現在

已經漲到兩千多美金一個。有個學生在投資比特幣，他問我能不能再投資，我說

投資很簡單，兩個原則：第一，風險分散，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第二，時點很重要。我要講的是，區塊鏈應該信用合作社也用不到。其實這種科

技技術投資金額也都很高，很多銀行都號稱在研究區塊鏈，到現在沒有一個實際

做出來的東西，包括我以前待過的證券投信公司的母公司，也退出了區塊鏈 R3

聯盟。所以它還有一條很長遠的路要走，我們拭目以待。 

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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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四 
 

國際住宅合作永續發展之借鑑 

 

主持人：孫炳焱 名譽教授/臺北大學 

發表人：梁玲菁 兼任教授/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孟穎 助教/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林孝威 不動產估價師/謙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李嗣堯 執行長/臺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與談人：張堅華 理事主席/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 

        黃博怡 院長/台灣金融研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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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住宅合作永續發展之借鑑 

梁玲菁、蔡孟穎、林孝威、李嗣堯 

 

摘要 

國際公認住宅合作社係尊重人性，從社員集體關心而自由選擇，共同民主管

理，創造在地工作，改善所得收入，加強社區公民參與，消除人群與地區貧富不

均的重要模式，發揮「老年生活品質保證」和「跨世代居住生活」，百年的住宅

合作運動被證實是具有「社會經濟技術歷程」，兼顧環境、社會及經濟永續發展

的具體事業，是落實結社住宅於多目標改善而穩定社會經濟的普遍性模式。 

從《公民與政治公約》的第 22 條自由結社權，《經濟、社會暨文化公約》

中的第 2 條人民享有國際自由水準，第 11 條住宅權，第 13 條教育權，聯合國

再提出第 4 號與第 7 號一般意見書(General Comments)要求各國政府，從思維

上以「住宅權優先於財產權」落實。因應國際公約的國內法，需周期性地進行國

家報告審查，聯合國國際審查委員在第二次國家兩公約審查(2017.01.16-20)的

結論性建議中提出，第 14、15 點次強烈地要求政府提出改善特定目標人權教育

與價值，甚至對公務人員要求認知與訓練；第 37-45 點次針對土地與住宅政策

應有人權落實的措施，以達到國際公約保障人民住宅。 

本文觀察百年住宅合作發展，以英國、德國、加拿大、日本、瑞典國家經驗

與蘇黎世社區個案，歸納其中主因是政府政策支持，設計各項融資與股權機制來

協助住宅合作社的運行，成為人民安居樂業重要的關懷模式與基礎，創造跨世代

的永續社會經濟改善，值得臺灣社會從根本學習和借鏡。本文提出二個模式建議：

小型跨代互助共居與社會福利住宅-身心障礙者家庭，並期未來的延伸建立合作

社區。臺灣社會面對的課題：第一，共通基本的合作人本教育問題；第二，公部

門系統的認知與協力問題；第三，針對支援性機制的創新規劃。最後彙整，供臺

灣發展住宅合作的思維基礎、跨部會建議與政策方向參考。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兼任副教授暨中國合作學社理事長。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助教暨國際企業管理博士。 

 不動產估價師，曾任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北南分社地區營運委員。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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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聯合國目標的永續發展與住宅合作的社會經濟 

國際合作社聯盟(2014)提出全球報告，證實住宅合作社在各國住宅政策的多

元貢獻。國際公認住宅合作社係尊重人性，從社員集體關心而自由選擇，共同民

主管理，創造在地工作，改善所得收入，加強社區公民參與，消除人群與地區貧

富不均的重要模式，發揮「老年生活品質保證」和「跨世代居住生活」，因此百

年的住宅合作運動是一種「社會經濟技術歷程」(梁玲菁，2017.01.11)，兼顧環

境、社會及經濟永續發展的具體事業，是落實結社住宅於多目標改善而穩定社會

經濟的普遍性模式。 

1980 年代新自由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出現勞工低薪資，中產階級因失

業而向下淪為低收入者，脆弱的社會安全網，凱因斯的有效需求經濟理論面臨挑

戰，因而人民轉為集體關心和結社行動，採取合作社暨社會經濟模式，互補於政

府所推動的公共住宅。「重建中產階層住宅合作社就是實現住者有其屋的手段之

一，也是緩解分配不均的方法之一，是社會經濟的一部分。」(孫炳焱，20171「凡

競爭經濟以外的，扶助弱勢並消除不平等的經濟，即屬社會經濟。在政策上，應

予支援性協助。(孫炳焱，2016；梁玲菁、李嗣堯、許慧光，2017.04：頁 150)2 

住宅合作運動進行一種「社會經濟技術歷程」，許多先進國家從第一次大戰

前即投入住宅，並推廣住宅合作社，二次大戰後，雖曾沉寂一時，但是再次地興

起，成為 2008 年後城市消除貧窮，強調共同行動力，成為活化社區經濟的策略

模式，即以「新協力模式」呼籲政府跨部門，跨領域，推動住宅、照顧合作社與

非營利組織的連結，(Marie J. Bouchard, 2015；梁玲菁、許慧光，2016.06)落實人

民以結社住宅來改善前述貧窮、不平等與弱勢的居住不足困境，成為人民生活選

擇的一種社會經濟模式。此不但是呼應著 2016 年社會經濟高峰會議(加拿大

Montréal )之結論宣言「社會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也符合聯合國 2030

年達成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SDG)，首要目標於消除貧窮，側重合作社與微型企

業為主要策略，提供教育，消除歧視、城鄉差距、貧富等一切不平等並平衡生態

與海洋資源。 

                                                      
1
參考孫炳焱(2017.01.11)，「住宅合作社：跨世代照顧的創新與連結」主持，研討會實錄，國發

會「創新社會經濟發展」研討會。 
2
參考孫炳焱(2016.11.28)，「創新社會經濟與社會發展前瞻規劃」聚焦座談會，發言記錄，婦女

權益促進基金會，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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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技術歷程」有四個必要的過程並相互連結而影響，落實結社關懷

弱勢於經濟、金融、工作、教育、健康照顧、住宅、農業等多元事業，達到「生

命、生活、生產、生態『四生一體』的國民生活經濟發展」(梁玲菁，2016.06)定

義如下：3「第一，人本優先觀念的活動，同理心體認弱勢者、需求者弱勢的立

場，從關懷原則著手，共同參與力開始，不以營利為唯一目標；4第二，認知與教

育的落實，建立信念、信仰，是一種：為你「接觸與了解」(Touch and Understand, 

ToU )的人本價值與倫理體系普及；5第三，組織型態與選擇，從倫理價值而主張

生活經濟制度的選擇，進而以「倫理組織」的行動力開展；6第四，社區與社會的

變化，長期在多目標(Multi-purpose)經營而漸次達成，擴散事業體的廣度、深度，

以及跨世代之影響力，故而形成一種運動性的深耕。」(梁玲菁，2017；梁玲菁、

李嗣堯、許慧光，2017.04：頁 148) 

國內的土地與住宅政策，長期是高度營利的市場經濟結構，全體社會充斥

的是「財產權優先於住宅權」，執政者一直提出訴求居住正義，卻只有社會住

宅作法，實質上，尚未認知全球住宅合作運動普及於民間與政府的協力促進。

從《公民與政治公約》的第 22 條自由結社權，《經濟、社會暨文化公約》中

的第 2 條人民享有國際自由水準，第 11 條住宅權，第 13 條教育權，聯合國

再提出第 4 號與第 7 號一般意見書(General Comments)要求各國政府，從思

維上以「住宅權優先於財產權」落實。因應國際公約的國內法，需周期性地進

行國家報告審查，聯合國國際委員在第二次國家兩公約審查(2017.01.16-20)

的結論性建議中提出，第 14、15 點次強烈地要求政府提出改善特定目標人權

教育與價值，甚至對公務人員要求認知與訓練；第 37-45 點次針對土地與住

宅政策應有人權落實的措施，以達到國際公約保障人民住宅。 

本文藉全球化結社住宅運動，以具有百年住宅合作經驗之英國、德國、加拿

大、瑞典、日本等國家為對象，從中找尋各國發展的重要機制，並佐以瑞士蘇黎

                                                      
3
 一方面近 20 年間的國際趨勢，一方面綜合 2014 年 6 月 CEDAW 公約審查與 2017 元月國際

兩公約審查，民間所提交影子報告，以及國際委員結論性建議。 
4
 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同理心出發，英國合作運動史中勞工的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創立。 

5
 參閱梁玲菁(2017.05)，以關懷金融 ToU 為本，創新社區經濟，普惠金融專題報導，銀行家，

N0.89。 
6
 特別是合作金融事業如世界性的儲蓄互助社、信用合作社的關懷金融，以及各種非金融事業的

反剝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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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城市策略-百年的具體個案。歸納其中主因是政府政策支持，設計各項融資和

股權機制來協助住宅合作社的運行，成為人民安居樂業重要的關懷模式，創造跨

世代的經濟改善機會，深值得臺灣社會從根本學習和借鏡。內容的配置除前言外，

二、各國住宅合作的發展概況；三、瑞士政府：支持蘇黎世百年住宅合作社的互

補機制；四、國際經驗借鏡：推動臺灣住宅合作模式；五、綜合結論；六、政策

建議之課題。 

二、各國住宅合作的發展概況 

百年間，各國政府提供「可負擔的房價或租金」房屋，將住宅合作鑲入國家

住宅政策中，以英國為起源而拓展，德國第二次大戰後政府有多項措施，在近十

年間，非營利組織與合作社以創新方式促進環境、經濟、社會的永續發展，瑞典

也落實中，加拿大則發展為社會福利輸送之組織。日本曾式微後，民間再以自主

精神促進中，這些值得台灣社會梳理其中關鍵要素以利學習發展，以解決當代、

跨代暨未來居住的問題。 

(一)英國7 

英國住宅合作運動，從 1861 年消費合作社的勞工住宅開始。2017 年 2 月所

公布的英國住宅白皮書，指出目前在英國租賃房屋居住的家庭超過 400 萬個，幾

乎是 10 年前的 2 倍，其中有些家庭還必須接受低標準的居住條件。8 

英國政府提供「可負擔的房價或租金」房屋，因應社會的住宅需求，以期縮

短供需之間的差距，因此需要創新多元的組織管理模式，投入更多的工作來改善

住宅問題。英國過去數十年間的住宅合作運動，以多元的合作住宅組織，推出幾

項創新措施，如社區土地信託(Community Land Trusts)方式、互助家園(Mutual 

Home Ownership)計畫、社區門戶 (Community Gateway) 計畫、股權移轉合作社 

                                                      
7
 本段落參見梁玲菁、蔡孟穎(2017)，英國住宅合作發展之借鑒(上)(下)，合作經濟，132 期，頁

15-19；133 期。 
8
 英國住宅白皮書，2017 年 2 月。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90464

/Fixing_our_broken_housing_market_-_print_ready_ver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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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stock transfers)等。藉這些措施，共同解決住宅數量、土地、融資、

適法性、永續發展和社區參與等問題，特別支持勞工和合作社的威爾斯省盛行。 

英國百年住宅合作社發展過程中，至今有五大類型合作社：所有權住宅合作

社、合作社和社區主導的股權移轉組織(接管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市政府的

公共住宅的所有權及營運)、承租人管理住宅合作社、短期住宅合作社和自建住

宅合作社，承續傳統而創新發展，其中政府與民間的連結機制，歸納如下： 

1、關懷勞工開始，住宅合作社依法註冊登記，遵守合作七大原則，提供平

價住宅解決社會問題，尤其以推動創新方案與措施，導引住宅的提供，因此互補

於政府政策。 

2、中央政府的住宅政策重視合作社機制，各地方政府也提出創新股權融資

方法，除承租人的股權外，引入社區住民以英鎊 1 元而取得共同決策權，共識於

居住環境的承擔。 

3、公共住宅移轉股權政策，政府看重民間組織參與管理的效能，政府將公

共住宅移轉至非政府組織的「住宅協會」及住宅合作社管理，除減輕財政負擔外，

一方面可改造地方政府控制的住宅股權；另一方面讓人民自治、共同管理，加強

治理。透過政府和民間共同努力，改善長期的住宅供需與管理問題，實踐關懷地

區社會的合作原則，這是一種「新協力模式」(梁玲菁，2016)的實踐與創新。 

 (二)德國 

德國在 1862 年成立第一個住宅合作社，目前，高達 46.7％的民眾採租賃房

屋居住，9柏林(2007-)提出消除貧富不均的城市集體策略，由 NPO 的 id22 組

織，進行青年教育、開發網絡、出版、推動共居(Co-housing)和共勞(Co-working)

住宅合作社，自己動手參與計畫，蓋房屋，落成，居住家庭的成員互相照顧鄰居。

至 2011 年，德國約有 500 萬人居住在 2,000 家住宅合作社的公寓，至 2016 年

                                                      
9
 蔡百蕙(2014.06.11)，「德國家庭 46.7％樂當租房族」，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611000424-260114。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611000424-2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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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220 萬個家庭居住於住宅合作社的房屋。10在德國，住宅合作是「個人-組

織-社區-社會-生態」休戚相關的連結，創造人與空間、與自然的正向循環。11 

德國的住宅政策有其獨特性，堅持住宅的公平正義，並穩定房價，是德國經

濟穩定發展不可忽視的一環。從「憲法」和「住宅建設法」都明確規定，保障人

民住宅權是德國政府首要的政策目標之一，認為房地產是屬於國家社會福利體系

的一部份。12從 1980 年代以來，德國的房價/所得比持續走低；德國的實質住宅

價格並沒有與實質每人平均 GDP 保持相同方向，並相反於世界各國住宅價格與

每人平均可支配所得的正相關關係。13 

新世代德國住宅合作社的願景和目標為「老年生活品質保證」、「永續發展」、

「跨世代居住與協力模式」，分述如下： 

1、老年生活品質保證、永續發展 

近年，德國合作社專注於老年生活品質保證及永續發展，例如獲得 2011 年

優良合作社獎之漢堡的阿爾托納儲蓄和建築合作社(Der Altonaer Spar- und 

Bauverein aus Hamburg)14，依該合作社願景「經濟發展，更重視生活價值」，

                                                      
10

 GdW(2011)，http://web.gdw.de/der-gdw/unternehmenssparten/genossenschaften。 
11

非營利組織 id22 創辦人 Michael LaFond 致力於合作住宅教育推動，參見梁玲菁

(2017.01.11)，「住宅合作：跨世代住宅連結與創新」發表實錄，國家發展委員會「創新社會經

濟發展研討會」。柏林多元領域的 NPO，創造性的永續發展，強調自立組織和建立在地的城市

實驗為基礎，推展有關的共同勞動社區花園、民主式的都市發展與成長。合作住宅有自由、無

障礙特色，具有社區共用洗衣房、運動室、客房、頂樓空間、音樂與青年室、木工坊、廚房、

攝影室、日照中心、共同勞動空間；並創造出以工作代社員股金，自產再生能源、聯合共有以

長期承受可負擔的房租的合作住宅。Dr Michael LaFond Community Developer, Project 

Manager and Urbanist. http://id22.net/。另參考 Michael LaFond 張立本譯(2011)，「合作

住宅文化是社會住宅的未來： 柏林與歐洲的規劃、設計與管理計畫」，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Housing in Taiwan: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and Social 

Inclusion，http://sports.nccu.edu.tw/~SOCI/files/news/367_52327df2.pdf。 
12

 德國聯邦法律規定，政府有責任對低收入、少數民族、特定宗教信仰、子女過多而找不到住宅

的家庭提供公共住宅。詳見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有住宅資源與服務國家案例」，

http://www.housing.gov.taipei/ViewCountry.aspx?CategoryId=4&country=10。 
13

 任 澤 平 (2016.11.02) ，「 原 來 這 就 是 德 國 能 長 期 控 制 房 價 的 秘 密 」，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69693 
14

 https://www.altoba.de/ 

http://web.gdw.de/der-gdw/unternehmenssparten/genossenschaften
http://id22.net/web/medias/2015/04/Michael-900x599.jpg
http://sports.nccu.edu.tw/~SOCI/files/news/367_52327df2.pdf
http://www.housing.gov.taipei/ViewCountry.aspx?CategoryId=4&countr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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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altoba 預防性儲蓄」和「altoba 支出計劃」兩個特殊的養老儲蓄計畫來

因應，年老社員在所屬公寓中進行「生活舒適與輔助功能」設備的改造。另一個

得 獎 的 「 社 區 安 居 工 程 Pöstenhof」 ( Das Gemeinschaftswohnprojekt 

"Pöstenhof")15則採取各式措施，並與社會服務協會合作，依當地老人需求提供

援助和關懷，如老年癡呆症的專業住宅以及「跨世代居住生活」。 

哈爾伯施塔特住宅合作社(WGH)16提供合作社房屋節能措施，生活的良好環

境，開發出提高效能的設施和再生能源利用，確保長期穩定的公用設施；如在陽

台的房屋裝修太陽能系統，並透過智能電網用於室外照明和熱水器等設施。朝環

境與居住永續發展。 

2、跨世代居住與協力模式 

合作社住宅開發當地獨特潛力，創造社會正義、經濟穩定、友善都市建築環

境，開放空間使用，並提供非社區住民未設計、未完成的可選擇空間，供社區、

社會的、文化的計畫使用，保存一種生活態度與城市發展。而人口多樣性、跨世

代的多元文化，貧富差異皆為合作住宅社區特色，如德國 id22 近十年的推動與

具體社區案件。 

(三)加拿大 

加拿大住宅合作始於 1913 年，在安大略省的 Guelph 學生住宅合作社。加

拿大的住宅制度是複雜的，並非只有房地產市場的商品住宅，政府也因為社會福

利因素而介入住宅市場。其中將住宅合作納入社會福利住宅政策扮演關鍵角色，

住宅合作社（Housing Cooperatives）及非營利組織提供低廉出租住宅，給中

低收入條件者。如多倫多(1980)由聯邦政府、市政府與企業的三方協力模式，住

宅合作社與社會福利輸送老人、單親家庭、殘障者之連結。17另外，加拿大還有

各省住宅委員會（BC Housing），管理政府的廉租公寓和公共住宅。有一些省

                                                      
15

 http://www.xn--pstenhof-n4a.de/unser-verein.html 
16

 哈爾伯施塔特住宅合作社（Wohnungsbaugenossenschaft Halberstadt eG，WGH）於

1921 年 7 月 31 日成立，有超過 4,000 名社員和約 4,000 間公寓，http://www.wgh.de/。 
17

 多倫多在較早開發的工業社區，在沒落後所設立的 Windarwd Housing Cooperative 即

是。(梁玲菁，2007 冬天訪視)。 

http://www.wg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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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進行長者庇護計劃（Shelter Aid For Elderly Renters, SAFER）。18另外如溫

哥華的市政府的社會政策，除了規定建商的建案一律要有 10%的戶數作為社會

住宅外，也將國際運動選手村改為社會住宅；新市鎮直接規劃成社會住宅區域，

針對不同條件的民眾，價格從低到高，能滿足多數族群的需求。19 

加拿大政府藉上述的住宅社會政策有效地控制住宅價格，如表 1，相較 2006

年與 2011 年的住宅成本，雖然在較高階層的每月住宅成本成長幅度比較高，但

是民眾平均所得與住宅成本也成長，以整體來看，如表 2，住宅成本與收入比成

長的幅度低，只成長 0.5%，對於穩定社會不同收入階層的住宅成本，有其成效。 

表 1 加拿大 2006~2011 年每月住宅成本-範圍     單位：月、美元、％ 

年度 少於$ 500 
$ 500- 

999 

$ 1,000- 

1,499 

$ 1,500- 

1,999 
2,000 

非 農 場 家

庭戶 

2006 27.8 38.1 19.1 9.3 5.7 100.0 

2011 21.8 35.5 20.9 12.4 9.3 100.0 

資料來源: CMHC (census-based and NHS-based housing indicators and data)  

表 2 加拿大收入和住宅成本 

年度 稅前平均家庭收入 平均每月住宅成本 住宅成本與收入比 

2006 19,968 756 21.8 

2011 22,833 873 21.9 

資料來源: CMHC (census-based and NHS-based housing indicators and data)  

社會政策的住宅合作，除了少數「股權住宅合作社」外，幾乎所有加拿大的

住宅合作社都得到中央或省政府的財政補助，但政府與合作社相互獨立。政府補

助以優惠抵押貸款進行，另外也補貼經營和低收入家庭租金。當政府對合作社補

                                                      
18

 老年人住宅救助計劃，是專為偏低收入的老年人設立的，由省政府支付租金

https://www.bchousing.org/housing-assistance/rental-assistance-financial-aid-for-

home-modifications/shelter-aid-for-elderly-renters。 
19

梁玲菁(2015)，「合作共老，合作共住」圓桌論壇。傅家慶(2015/05/28)，「選手村轉型！溫

哥華打造全民社會宅，小資族也可住精華區」，三立新聞，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77574。 

https://www.bchousing.org/housing-assistance/rental-assistance-financial-aid-for-home-modifications/shelter-aid-for-elderly-renters
https://www.bchousing.org/housing-assistance/rental-assistance-financial-aid-for-home-modifications/shelter-aid-for-elderly-renters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77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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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結束時，住宅合作社可能需要重新融資以修復和翻新老化建築物，但這些住宅

合作社也需要陸續償還政府初始的抵押貸款。20 

加拿大住宅合作社的居民來自各行各業，背景和收入各有不同。住宅合作社

為特殊需求人士提供住宅，多元文化和蓬勃生機的社區是合作住宅的獨特優勢。

合作住宅分爲兩類-市場宅（market units）和補貼宅（subsidized units）。住

宅合作社的社員是混合的，包括按市場基準支付和按「隨收入調整租金」（rent-

geared-to-income，RGI）21基準支付的住戶，住宅合作社依七大原則進行管理，

提供令人安心社區住宅。Thériault 等學者(2010) 22 使用混合研究法(質化及量

化並行)來評估住宅合作社居民的生活質量，發現加拿大住宅合作社居民搬入前

後，在生活、住宅、鄰里、自信、食品和財務狀況等六個方面有顯著正向改變。 

合作住宅不會爲了營利而被出售或賤賣，故社員能安心永久居住。這有助於

社員參與社區活動，使社員對合作住宅和居住地區具有安全感及認同感。住宅合

作社是強大的社區連結，社員積極參與合作社業務。23合作社也提供其他社會服

務，包含社員間社交活動或向其他社區提供社會支持。 

(四)瑞典 

瑞典最早的合作社組織成立於 1923 年，由住宅承租人互相組織成立 HSB 

Riksförbund，意在促進和支持住宅合作的發展。瑞典合作社的住宅數量佔全國

                                                      
20

 由於住宅貸款多為 20 年，一些合作社補助已結束，未來 20 年內其他多數合作社也將結束

補助。在 2016.11 梁玲菁請教加拿大社會型企業主席 David LePage，提及聯邦政府補助減

少，影響住宅合作社推動，但是魁北克省推動-新協力模式鼓勵合作社與非營利組織、社會型企

業發展。 
21

 隨收入調整租金（rent-geared-to-income，RGI），加拿大政府為收入低且負擔不起當地房

租的人士提供各種不同類型的房屋補貼或非營利住宅，補貼租金多寡根據申請人支付能力而

定。合作社接受政府補助，約有一半的房屋是 RGI 式的租金，而另一半是當地市場租賃價格。

詳見陳菁菁(2013.01.31)，「加拿大的住宅補貼計劃」，

http://www.enhome.ca/archive.php?aid=48287。 
22

 Thériault, L., Leclerc, A., Wisniewski, A. E., Chouinard, O., & Martin, G. (2010). " Not Just 

an Apartment Building: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in a Social Housing Co-

operative". Canadian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social economy research, 1(1), 82. 
23

 除了一般工作，如批准年度預算，社員經常進行自願維護工作（如草坪維護），並參與其他

社區服務項目，如製作合作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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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存量約 22％，依瑞典統計局 2011 年的數據，約有 159 萬 9 千人生活在住

宅合作社，占人口比例約 25%。 

目前瑞典政府仍持續推動社會住宅之國家發展政策，瑞典的住宅政策的社會

目標「為人民提供價格合理之優質住宅」。在土地政策上，採取有利於住宅建設

發展，以確保住宅價格維持在合理水準，要求達到寬敞、環境良好、佈局全面及

價格合理的要求。24並以利息補貼、貸款方式支持住宅建設及改善居住條件；對

經濟能力較差或有特殊需要的住戶(如孤寡、殘疾人士等)，提供特殊住宅津貼與

服務，鼓勵多元化住宅建設。 

1970 年代，瑞典透過合作社之機制，讓人民住者有其屋。住宅合作社的房

屋除了平價，也以優良的住宅品質和良好維護著稱，長期間相對較市場便宜。住

宅合作社與政府建構家庭儲蓄計劃，作為新中產階級家庭的新住宅發展計畫。 

目前有 HSB Riksförbund 和 Riksbyggen 兩大合作社系統，都提供瑞典住

宅合作社之開發、管理和服務。前者為承租人儲蓄和建築合作社聯合社25，有 58

萬個社員（大約 10 萬家庭儲戶26），計 3,900 家住宅合作社，30 家 HSB 區域

社。後者包括 1,700 家住宅合作社。這些住宅合作社正致力於永續發展住宅設

施，如 Riksbyggen 住宅合作社聯合社27的發展，兼顧環境、經濟及社會三方面

的永續政策，此項政策在德國與瑞士均積極進行中，響應聯合國。 

Riksbyggen 住宅合作社聯合社在環境上，從生態系統的角度制定土地生態

策略，28除建築環保分類，更應從停止破壞地球作起；同時依瑞典建築和政府法

                                                      
24

 根據統計，瑞典用於住宅補貼的資金，佔國家財政預算支出的 8%左右。詳見臺北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

http://www.housing.gov.taipei/ViewCountry.aspx?CategoryId=4&country=9。 
25

 HSB Riksförbund 承租人儲蓄和建築合作社聯合社 https://www.hsb.se/om-

hsb/organisation-och-agarinformation/hsb-riksforbund/。 
26

 家庭儲戶，其中大部分是兒童或青少年，每月在合作社中儲蓄，為未來承租合作社住宅之有

利條件，儲蓄同時提供未來自行購屋之頭期款。 
27

 Riksbyggen 住宅合作社聯合社 https://www.riksbyggen.se/om-

riksbyggen/samhallsutveckling/samarbeten/positivefootprinthousing/。 
28

 如保存、補種樹木、灌木和花卉，昆蟲授粉，鳥類保護；保留綠色通道，生物自由移動；採

用影響較小混凝土結構等。並且進行生命週期分析和建立低氣候影響的框架。 

http://www.housing.gov.taipei/ViewCountry.aspx?CategoryId=4&country=9
https://www.hsb.se/om-hsb/organisation-och-agarinformation/hsb-riksforbund/
https://www.hsb.se/om-hsb/organisation-och-agarinformation/hsb-riksforbund/
https://www.riksbyggen.se/om-riksbyggen/samhallsutveckling/samarbeten/positivefootprinthousing/
https://www.riksbyggen.se/om-riksbyggen/samhallsutveckling/samarbeten/positivefootprint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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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採取瑞典綠色建築協會環保認證綠色建築。合作社致力於經濟協作，其效益

從住宅合作社運作中，達到長期有效使用資源，如保持合理收費標準，開放財務

管理，精準預算等程序；並隨著建築時間的延續，確保合作社共管之價值，或建

立小規模的公寓，但是社會則提供更大公共區域與年輕族群，形成住宅合作社與

社員強而有力之經濟連結。合作社對於社員影響，創造永續發展的社區經驗，形

成互惠互利，環境和社會發展之互動，並幫助年輕人住者有其屋，伴隨發展中，

讓在地住民、社員、年輕人對於公共領域參與及社會的投入產生諸多貢獻。 

(五)日本 

日本住宅合作的發展，早期受政府政策金融影響而式微，不似西方國家有較

多案例，在 1960 年代民間興建分散，直到 1980 年代又興起。以 1975 年組織

變革為分界，簡述如下： 

1. 在 1975 年之前的法律、民間組織及政府金融 

於 1921 年制定「住宅組合法」，依法建設約 35,000 戶的住宅，此時期多

數以獨棟形式建設，惟自 1950 年設立住宅金融公庫，提供個人低利融資，住宅

組合法逐漸失去意義，於 1971 年廢止。29期間內，1948 年制定消費生活協同組

合法，1954 年勞動金庫，1958 年財團法人日本勞動者住宅協會設立(1967 年改

組為日本勤勞者住宅協會)，分別開始運作體系，至 1975 年，提供了 65,000 戶

的住宅。30 

「日本勤勞者住宅協會」的設立，初期是一群要求政府依據 ILO 勸告進行住

宅轉換政策的運動團體催生，在 1965 年成立「勞動者住宅全國協議會」，向政

府提出「住宅協同組合法案」的立法，隔年改提出「勞動者住宅協同組合法案」，

經折衝後結果，在取得依據「消費者生活協定組合法」設立之住宅生協等，得以

公部門資金建設住宅法制化的合議後，再依據 1966 年「勤勞者住宅協會法」設

立。31 

                                                      
29

 杉山貴久・昌子住江(2000)「住宅組合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都市計画と住宅政策の関連を

めぐって」『土木計画学研究・講演集 No.23(1)2000 年 11 月』。 
30

 神谷宏治・池沢喬・延藤安弘・中林由行(1988)，「コーポラティブ・ハウジング」，鹿島出

版会、1988 年。 
31

 資料來自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保存之以下 2012 年 6 月 21 日時點之日本勤勞者住宅協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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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日本勤勞者住宅協會」改組後，在住宅金融公庫融資取得擴大及稅制、

業務上條件的改善，但是仍受到建設大臣事業認可、理事選任的同意權等之政府

制約；對於住宅生協組合法定地位的提升、自主建設的執行等方面，仍然不符合

在此背景下的期待，經「勞動者住宅全國協議會」與各地住宅生協討論和檢討後，

於 1969 年設立「全國住宅生活協同組合聯合會(JSR)」，1970 年解散勞動者住

宅全國協議會。到此為止，日本官方透過上述的方式，以政策金融等方式來推動

住宅政策。32 

民間自主的住宅於 1960 年代，以居住者組成合作社，共同訂定事業計劃，

再根據該計劃進行土地的取得、建築物的設計、工程發包及其他業務的執行等，

最後取得住宅，再進行住宅的管理，此建築方式逐漸開始。這種方式特別重視社

區自治的概念，在民間住宅企劃公司的協助下，以都市為主，推動不少由居住者

共同參與來建設之住宅。最早完成的個案是在 1969 年下丸子建設之共同住宅。

初期主要是少部分建築專家為主在進行，之後逐漸擴大對象，1975 年完工之「合

作社住宅柿生」，是第一個以報紙廣告公開招募一般居民的個案，其後也陸陸續

續完成不少以同樣方式進行的住宅。 

2. 在 1975 年之後，組織變革，合作社以 NPO 方式推進  

民間自主的住宅推動，因為屬於一次性自我完結型的連結，無法累積經驗並

改良，無法成為一個廣泛的市民運動並展開，1975 年設立「全國合作住宅推進

協議會」的前身之「志願性合作住宅 (Housing Voluntary Cooperative)」，1978

年設立任意團體「全國合作住宅推進協議會」，2000 年取得 NPO 法人資格，

成為「NPO 全國合作住宅推進協議會」,同年也成立「NPO 全國合作住宅推進協

議會關西」作為關西地區推動合作住宅的機構，2012 年再更名為「NPO 合作住

宅全國推進協議會」。331980 年代，在住宅・都市整備公團（現在的都市再生機

構）及東京都住宅供給公社實施之集團分譲制度中，扮演中間協調人的角色，在

實現 200 戸規模的大型合作社上有重大貢獻。 

                                                      

站資料。該網站已於 2012 年 10 月 31 日關閉。

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3500601/www.kjk.go.jp/shoukai/shoukai01.htm 
32

 全国住宅生活協同組合連合会，http://jsrengokai.ec-net.jp/jsr.htm。 
33

 NPO 合作住宅全國推進協議會，http://www.coopkyo.gr.jp/about/。 

http://jsrengokai.ec-net.jp/jsr.htm
http://www.coopkyo.gr.jp/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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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 合作住宅全國推進協議會」設立初期，透過舉辦養成講座及發行指

南手冊等，在培育或提高中間協調人的資質上，有許多貢獻在全國建構合作住宅

開展的基礎上。從 1990 年累積之合作社住宅戶數如圖 1，數量維持穩定的成長。 

  

 

資料來源：（株）矢野経済研究所「2003 マンション市場の徹底研究」 

圖 1  日本合作社住宅累積戶數 

 

三、瑞士政府：支持蘇黎世百年住宅合作社的機制 34 

百年來，瑞士政府住宅政策以合作社的非營利住宅為重要機制，1883 年頒

布《瑞士義務法》首次規定合作社法，民間的租屋者協會在 1892 年成立「住宅

與儲存合作社」是蘇黎世州第一個非營利性的住宅合作社，最初整體社會並無政

策來支持扶助合作社，在克服草創挑戰與資金籌措不易後，6 年內完成 21 棟公

寓，提供 140 套非營利性住宅，顯示當時民眾願意承擔風險，運用合作方式自力

救濟，也凸顯出住宅市場的潛在和急迫需求。 

政府支持合作社通案的經驗，以蘇黎世住宅合作社的百年發展，不同年代間，

有其實際供給效益於數量、市場比例及成長率。長期在蘇黎世政府和社會的信賴

                                                      
34

 本段落參考自賈如君、李寅著(2016.03)，不只是居住，重慶大學出版社，相關撰述部分僅

提供參照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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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已經毋須在住宅政策中揭露合作社的投資情形。以蘇黎世 Kraftwerk1 住宅

合作社營運個案為觀察，綜理其中關鍵要素，可以三大類來歸納：一是政府政策

支持與法律建構；二是民眾與社會支持，從資金結構來看公與民的參與性；三是

合作社的運作與監理機制設計。參見圖 2，概述如下： 

(一)、政府政策支持、法律建構及協助土地尋求；  

瑞士政府政策因應整體社會經濟階層、貧富差距日益明顯及住宅需求，重點

放在合作社非營利性住宅建設上，除解決一般民眾實際的住宅需求，照顧社會、

經濟上弱勢族群外，同時考慮如何透過住宅建設政策，發揮凝聚個人和社會的整

體利益的和諧，以帶動全民創造共同願景。因此，政府訂定周延的相關法律與規

定(請參見本文附后之附錄一)，其中以《準則 24》為基本法，經不斷調整累積供

合作社訂定章程(另，請詳參「不只是居住」之附錄 3)。住宅合作社的設立，依

據相關合作社法規及流程申請立案(頁 166)。  

有關建設的土地，住宅合作社購買土地區分為土地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兩種，

因資金能力條件有限，常常無法籌足購地款項。政府協助住宅合作社的土地來源

有以下三種方式 (頁 170)： 

1.政府主動提供土地，蘇黎世市政府會規劃出永久性的非營利性住宅建設用

地，向私人收購儲備，提供給住宅合作社。 

2.地方政府協助，合作社成為各種互助協會的會員，由協會在成員和地方政

府間牽線搭橋，當某些人群出現住宅短缺，而營利性市場又沒有動力或能力生產

時，地方政府常願意與住宅合作社合作，共同解決問題。 

3.主動在感興趣的區域查看，如發現某土地合適，可查土地資料與地主聯絡

洽談。蘇黎世政府設計了以優惠價格只賣土地使用權的模式，住宅合作社購買土

地使用權，相當於向政府在一定期限內租用土地，期間內土地使用權可轉讓，所

以住宅合作社可用土地獲得抵押貸款，以解決住宅合作社資金和購地問題。 

(二)、民眾與社會支持，從資金結構來看公與民的參與性；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5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135 

 

從整體社會提供住宅合作社的資金來源，呈現多元管道(請參見圖 2 之左、

中與上方)，其自有資金占 19%，外部融資占 81%，可以看出公部門支持、私部

門的銀行、基金會、建築商以及民眾參與股權結構與資金運作情形，如下： 

1.自有資金：原則上分為一般社員股、義務股(入住社員除認繳一般社員股股

金外，還須依入住空間大小認繳相對的義務股金) 。(頁 166-7)  

2.儲蓄貸款：由住宅合作社之股東可用閒置資金(自發性)於社內成立儲蓄銀

行性質，自願為合作社提供沒有土地抵押的貸款。(頁 168) 

3.金融機構貸款：因不同機構的貸款條件差異，蘇黎世市財政局的專家及民

間住宅互助協會提供諮詢建議，協助住宅合作社提出貸款計畫向銀行、保險公司、

政府管理的養老保險基金申請貸款。(頁 168)  

4. HBG 組織提供抵押貸款之擔保金：一般銀行在提供二級抵押貸款時，除

土地抵押外，還需擔保金。1956 年，住宅合作社和銀行建立了 HBG 組織，專為

非營利性住宅的購買、新建、翻修提供二級貸款的擔保金。住宅合作社申請成為

HBG 的社員，經由它擔保，從銀行獲得更大量更優惠的二級貸款。(頁 170) 

5.政策基金：各級政府為配合就業、經濟、住房、安定社會、城市發展等重

要政策，建立基金會，由財政局從管理資金中撥款，為住宅合作社提供補貼性的

無息或低利貸款，刺激其配合政府建設永久性的非營利性住宅，基金會的建立和

撥款需經民眾投票通過。每個基金會有獨立的申請要求，只有符合要求的申請者

才有可能獲得貸款。只要符合要求，住宅合作社可以分別或同時申請市、州、聯

邦政府的貸款。 

6.聯邦政府「非營利性住宅建房者債劵中心(EGW)」，由聯邦政府擔保，從

市場募集資金，為中心成員提供低利息貸款，一般是 6-10 年固定利率貸款。(頁

169) 

7.私人和協會的基金會：私人或協會開辦的基金會，也為住宅合作社提供支

持。如瑞士住宅合作社設有「團結基金會」，由會員自願捐款，提供住宅合作社

貸款。(頁 169) 

 (三)、合作社的運作與監理機制設計(頁 1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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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立 

住宅合作社的設立，共同的生活理念很重要。經常問：認同的價值是什麼？

針對哪些人群解決住宅問題？短期與長期的目標各是什麼？共同討論決議出一

套專業的管理方式：章程中需納入共同的生活理念，獲得政府審查批准後才能正

式生效，也因此得到法律的保障。即使生效後，仍需不斷回溯確認生活理念是否

偏離?分工和權責需有清楚的規則，以處理各種事務的明確流程，並符合法律規

定的帳目及審計管理。動態中，要適時調整營運模式，協調維護社員權益，找出

如何營運發展的共同決定。 

住宅合作社和社員之間存在兩層關係，第一層關係是在建設營運住宅時，民

眾入股住宅合作社，簽入社意願書及繳納股金成為社員，並與其他社員一起擁有

合作社的所有資產，對其建設營運有決定權；第二層關係是在入住時，社員與合

作社簽定租賃合約，以成本價獲得住宅服務，合作社用收來的房租維持收支平衡、

擴大經營和提高服務質量。 

組織的內部結構與監理(請參見圖 2 下方)，原則上由社員大會、管理委員會、

辦事處及審計處等所組成，因規模不同而產生不同組織需求，當住宅合作社規模

不斷擴大時，就需要更多的時間、資源的投入，換言之就需要組成更專業及專職

人員的營運團隊來管理以維持運作；也可與附近其他屬性理念相似的住宅合作社

進行合併評估，以節省開支，共享資源。 

2.運作 

實際的運作需包含以下的考量：建築設計與營造發包、租金成本設算、房屋

分配等。 

(1) 建築設計與營造發包：(頁 171) 

蘇黎世市政府與住宅合作社簽訂的貸款、土地等合約要求，社區規畫要有很

高的建築和景觀品質，也要達到一定的節能標準，必須進行建築設計競圖，否則

合同失效。邀請 3~10 家不同背景的機構做設計研究，每家付 1-2 萬瑞郎的費

用，以獲得不同設計觀點進行綜合考量。設計費雖然佔總投資成本很小，卻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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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極大建築質量及長期營運成本(如：影響市場競爭力、節能、維修成本等)，所

以住宅合作社應盡可能提高社區設計質量。 

營造發包模式可有不同組合，如將工作分給不同設計者和施工者完成，簽訂

多份合約；也可把某些部分單獨發包給一個承包商，這部分只簽一份合約；甚至

可把所有工作發包給一個總承包公司，簽一份合約。一般來說，合約份數越少住

宅合作社越輕鬆，資金風險越小，但對工程質量的控制力也越小，因為承包商為

獲得利潤，合約簽訂內容越籠統模糊以保留更多的彈性和獲利，所以合約份數越

少，住宅合作社越需細心嚴密地制定合約。 

(2)住宅合作社分配住房的標準：(頁 173-4) 

若利用政府提供的補貼性(使租金更低)房屋單元數量，需按政府標準選擇入

住者；其餘未利用政府補貼性房屋單元數量，則由住宅合作社根據自己的情況，

自行擬定設計選擇入住者的標準，大多數合作社會寫入章程，以具有法律效力。 

(3)以整個建築物使用的生命周期設算成本與租金、基金設置：(頁 178-9)  

依瑞士法律要求，合作社在估算住宅成本以試算租金時，需同時考量建築物

使用生命周期概念及永續經營精神，包含：實際的支出成本；提列未來建築物相

關的維護、翻新、重建費用等。從一開始就把未來建築物會隨著時間老化而有其

一定使用的生命周期，所以在不同的時期會有維護整修，甚至是大規模翻修或拆

除重建，(請參閱圖 2 之右方)這些費用分攤到每個月租金來累積，具有強迫儲蓄

之效果。(頁 175-6) 

合作社設置折舊基金和更新基金。將所收取的租金中用於未來房屋更新部分，

存入基金，逐年累積，到需要時，無需再籌資即有足夠的經費可供使用。從此估

算方式，房價有機會比市價低 20~30%，顯示住宅合作社在建設營運住宅的經濟

模式上，有三個特點：以成本價作為社員應住宅租金的依據；預估長期的資金需

求量，提前做好準備；為社員生活創造福利，允許合作社在成本租金計算中納入

一定金額，由此金額設立各種基金，開辦各種公共福利服務，豐富社區經營，在

創意與經濟中達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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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經驗借鏡：建議推動臺灣住宅合作模式 

臺灣住宅市場經濟過度營利的問題與瓶頸，在政府政策現況下，目前有關臺

灣的社會住宅政策，從三方面觀察提供以下看法： 

(一)如合宜住宅、青年住宅，通常以產權出售搭配一定年限(如五年)禁售方

式，屬於暫時性的非營利性住宅；當禁售期限一過，就轉變成可出售、流通的營

利性住宅，並且產生套利機會，導致一定時間後非營利性住宅存量消退，政府再

度面臨民眾的需求，又不斷地建築這些暫時性的非營利性住宅，如此一來財務黑

洞，不利於國家住宅目標達成，也形成財政沉重負擔與平衡。 

(二)目前政府大力推動「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只提供中下階層經濟能力

較不足的民眾申請入住，如此單一化的政策目標，易形成標籤化，不利於整體社

區發展，以及社會階層的交流和諧相處(在法國發生過「孤島」現象而停止大型集

合住宅，改採混合式居住)。 

(三)經營管理方面，觀念上長期只以營利公司管理為選擇；雖然營建署的辦

法中開放公益性組織投標管理，卻未能納入合作社的投標機會，台灣社會欠缺在

地承租居住者的參與管理之自我組織化培植。 

臺灣社會有必要省思住宅的意義，如何學習一種人本互助生活方式的選擇，

從共同價值連結個人與組織的力量，推展社區的信念與行動。這是一個國際住宅

合作社模式的運動，進行生活福利相關的社會住宅、或公共住宅，其內涵是「跨

世代照顧的創新與連結」的概念，本文在此雖僅討論兩個模式，但實質上將可推

展出第三、四種的可能性，第一是小型跨代互助共居，是基礎開始，需要長期推

展出真正連結各類合作社的住宅合作社區(第三模式)，即賴羅博士第四個優先-建

立合作社區(參見孫炳焱譯，2011：第五章)；第二是社會福利住宅合作模式，是

弱勢者本人與家庭的生活需求，若此模式能獲得跨部會共同解決，由上述二模式

即可推展至公共住宅的合作社化(第四模式)。 

模式一、小型跨代互助共居(不更動現行法令下的推動) 

此模式可從英國、德國、日本的教育學習和觀摩(如韓國市民的覺醒與建商

的作為，梁玲菁，2016，春季號)，由一般大眾自行興建或租屋，屬於共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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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議題的實驗性計畫(參見圖 3)，其設計約在 15-20 戶，結合學者、營建商、不

動產估價師、合作社社員、新移民者相談，包括二群年齡層：其中一群中壯年在

50 歲左右，已有資產能力，為慢活而移居者，具有共同意識，集體關心和參與，

共同出資；另一群青年在 25-35 歲間，資產較弱，但為理想而生涯規劃、志願性

工作之再出發者，具有移動學習，短期居住，共同創意學習合作創業，由此建立

二群體的跨世代共商、共決、共住、互助的學習場域。 

此小型跨代互助共居模式在臺灣，較適合於都會以外的空間開展，因相關的

土地、建造成本較為可負擔，也較易於取得和租用。惟面對的問題如：教育與融

資的支援和投入，即進行「社會經濟技術歷程」(梁玲菁，2017)學習與行動，需

要召集一群志願者，來自不同領域具有多元才能者，在共同居住需求下、共識於

互助學習，從規劃開始，出資，或共同勞動，或共同居住，以及共同營運管理、

共享結果，訂立使用權期限等相關公約，也願意共同承擔尋求住宅融資的解決。 

 

 

 

 

 

  

說    明：1. 此類型住宅合作社似日本、德國、英國經驗(韓國首爾)，由住民志願結社組成；

之後採取出租型態以減輕青年之負擔，由社員共決。2. 合作人本教育有一定基礎，

如果前項具備，專業建築與分工暨技術參與、學習，均是青年選項之一，惟需要融

資支援系統與專業技術協助。3.以說明會、讀書會，未來朝合作社區的可能性。 

資料來源：梁玲菁(2017.05)說明並增修林孝威 (2017.02)繪製。 

圖 3 小型跨代互助共居模式及其未來性 

合作社區 市民農食、綠能、長者照護 、幼兒教育園、社區營造、儲蓄金融結社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5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142 

 

小型跨代互助共居，是地方基礎的開始，需要長期市民農食、綠能、 長者

照護、幼兒教育園、社區營造、儲蓄金融等結社行動，以說明會、讀書會等方是

對民眾、政府部會、校園、NPO 組織推展而連結創新自主的居住環境。各類合

作社共同組成的住宅合作社區(第三模式)，即賴羅博士第四個優先-建立合作社區

(參見孫炳焱譯，2011：第五章)。 

模式二、社會福利住宅合作模式(跨部會支援性系統環境) 

弱勢團體，在照顧上是有交集的，共同的公約數就是在一個他們熟悉的生活

環境裡面，可以長久的居住。在這樣的系統當中，完成「在地老化、活躍老化」。

事實上，活躍老化，不只是幸福的環境而已，而是要有很好的生活品質。希望居

住的人，都可以持續的協助他人，前述瑞典、德國、瑞士的住宅政策重要目標。 

參考瑞士、德國、英國、德國案例，老人、幼兒、青年跨世代居住在一起。

由合作社、基金會、或協會一向關心身心障礙者的社會福利，依其設立宗旨，以

互補現行機制下之不足與缺失，經由結社模式，保障個別弱勢者及其家庭的生活

居住所有權、參與管理權，落實以互助建構參與的跨世代、跨社群、跨界的居住、

勞動、福利、經濟自主多元目標的生活方式。 

其中社會福利大樓，希望社福支持系統可以進來，家長可以探望孩子，設有

小型作業所等。將來老人的照顧、家庭託付等都在相同社區場域進行，孩子不會

馬上被送到陌生的環境，這是運用合作社設立的願望。除了是福利大樓之外，也

有商場大樓，供生活消費機能或者銀髮健身中心，孩子以及六十五歲以上的身心

障礙者及銀髮族都可以使用，有資源雙重利用的效益。 

面對的問題：政府對於合作理念的認知與學習；公部門協助土地來源，願否

採公地自建、或公地公建?尊重弱勢者結社的需求；建議基金會、或協會思考，

在設立宗旨上增修：「推動合作經濟模式，增進本會落實社會福利目標」，這樣

更能推展自主、參與式而獨立的合作社運作，在產權與使用權方面才能彈性運用

與施展，讓設施利用兼顧出資社員家庭並開放給一般性使用者申請。 

以下比對現行社會福利制度對身心障礙者的照顧方式，以及建議以「跨世代

照顧的創新與連結」的社會福利住宅公用合作模式，有關服務社群、目標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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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空間規劃、產權、參與管理權、公部門系統協力問題、以及尚待解決的

創新問題，列示於表 4。 

表 4 社會福利住宅公用合作模式：「跨世代照顧福利的創新與連結」 

項目 合作社模式 現行方式 

服務社群 世代上下，老人、幼兒、青年 

身心障礙、自閉兒及其家庭 

社群結社互助與組織永續 

社會、環境、經濟永續 

身心障礙自閉兒 

分離式流轉照顧 

自然人為對象 

尚無永續思維 

目標與方式 公地自建   私辦公私協力 

弱勢團體，在照顧上是有交集的「在

地老化、活躍老化」 

超越現金補助 

公地公建、公辦民營 

 

一孩童現金補助(1.4 萬元) 

教保員帶 2-6 個孩子 

照顧者 居住與陪伴採社區式家庭式互助 

家庭成員喘息機會 

無流轉適應性問題 

教保員流轉適應性問題 

居住與陪伴分離 

無喘息機會 

空間規劃 社會福利大樓、日間照顧、夜間照

護、全日照護：社區優先與開放社會

使用 

自然農地療癒空間、小型作業所 

社會福利機構 

 

商業機能空間  無 

產權 家庭所有、合作社共有、預留自閉兒

之養老金 

無 

未來送至陌生的療養院 

參與管理權 家庭參與共決，延展至多元生活與

各樣態的經濟服務經營模式，創造

自主經濟之未來獨立性 

無 

公部門系統

協力問題 

衛福部不能蓋社會住宅，只有營建

署可以建築；營建署認為要照顧弱

勢，進駐個人或家庭必須提升到

30%是需要照顧的弱勢團體。 

但是這些團體很多要借助衛福部去

推動新觀念。 

內政部合作社的培植與輔導。 

不可能規劃出可以同時滿足

十二項不同障礙需求的社會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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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衛福部尚乏合作結社自創

福利觀念，無協商機制於共同解決

問題，需要各級政府認知與學習、公

有地、國土規劃之運用。 

尚待解決的

創新問題 

集資、集力，還有教育集智慧和創

新來共同解決問題。 

各級政府能否加入股權融資?①，

增加監督權與協助力、信貸能力。 

社福型的基金會協力於照顧，連結 

社區內住宅與各種合作組織之共識

而建構。② 

無國際動態的合作社促進社

會經濟與社會福祉的觀念。 

說    明：①國際間百年合作社經驗中，政府的積極支持作法之一。 

②建議基金會與協會思考，在宗旨上增修：推動合作經濟模式，

增進本會落實社會福利目標，基於關懷，創造擴大連結與服務。 

資料來源：梁玲菁整理自鄭文正(2017.01.11)花蓮友善家園住宅公用合作社

簡報資料；社會福利型基金會董事長、秘書長、自閉症家長等深

度對談(2017.02.24)。 

五、綜合結論 

全球在 1980 年代的新自由主義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深化，勞工和薪資階

層的收入不但未增加，反而出現工作不確定性問題，世界各國也面臨著人口變化

和人口增長，住宅供應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都市情況更加惡化的重大挑戰。因

此，出現住宅供應不足和低收入、中等收入家庭無法負擔的嚴重問題。世界各國

政府一方面希望新建房屋及公共住宅滿足社會需求，一方面又要減輕財政負擔。

住宅合作社已被證明是輔助政府住宅社會政策、改善社員住宅條件、提供跨世代

居住、提升城市永續發展的有效模式。 

在德國等歐美國家，住宅合作社已被證明為改善社員居住的有效模式，並「涓

滴」到城市其他民眾。鄰里合作和高品質住宅建設，有利於穩定居住環境、多元

化住宅供應及所有權結構。通過民眾自主結社，社員參與模式之民主經驗更加強

社區及公民行為(Beetz, 2005)。由於住宅合作社的章程，創造利潤不是唯一宗旨，

經由法規保護限制而不被外界收購。因此住宅合作社是特殊類型的產業，藉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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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市場的資本，供應社會住宅，建立多元化和綜合的城市社會(Häußermann, 

König, 2000)。35 

世界各國住宅合作社將「老年生活品質保證」納入組織宗旨，並提供友善老

年人之居住環境及設施；另外主張「跨世代居住生活」，則結合不同世代的優勢，

有效於提供社會服務，如 Labit 和 Dubost(2016) 36認為「跨世代居住生活」如

有外部支持、自願參與和組織承諾，可以有效提供社會服務的需求，這是近代社

會福利的新目標，值得國內從社會經濟事業發展，以跨世代住宅合作社連結與創

新經濟，發揮照顧福利。(梁玲菁、李嗣堯、許慧光，2017.04) 

在「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的目標方面，各國市民對於「享有城市的

權利」與「享有住宅的權利」較往昔有增強的需求，也付出較多的關懷於環境永

續發展。都市住民將「住宅永續」理解為民主深化，超越「參與」，其中包含個

人發展及維持其所渴望之住宅形式的權利。此種趨勢正朝向「合作住宅文化」

（Co-Housing Cultures）運動，即：自我組織的、包容的，非投機性的創新住

宅，形成「個人-組織-社區-社會-生態」休戚相關的鏈結，(梁玲菁，2017.01.11)

創造居住模式的價值。各國也致力於減碳的排放量、綠化增加，並結合節能省電

的居住模式，包含建築材料、太陽能設施、綠化環境等，減少地球暖化，維護環

境永續發展。 

本文從國際百年住宅合作發展與蘇黎世個案實例借鑑，提出二種模式引申第

三、四種合作社區與公共住宅建議，臺灣的政府與民間社會須體認國際公約國內

                                                      
35 參考自 Beetz, Stephan (2008),”Housing Cooperativ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German Journal of Urban Studies , 47(1). https://difu.de/node/5929。原文為德文如下： 

  Beetz, Stephan (2005), “Mitgliederbeziehungen in Wohnungsgenossenschaften. 

Gestaltungsmöglichkeiten zwischen Unternehmertum, Partizipation und 

Nachbarschaft.” Schriftenreihe des Instituts für Genossenschaftswesen an der HU 

Berlin, Band 63, Berlin. Häußermann, Hartmut/König, Barbara 

(2000), ”Wohnungsgenossenschaften als soziale Träger in der Stadtentwicklung”, in: 

Genossenschaftsforum e.V. (ed.): Wohnungsgenossenschaften 2000. Demokratische 

Strukturen und Selbsthilfeansätze in Mittel- und Osteuropa, 10–14, Berlin. 資料取自 

https://difu.de/node/5929 
36

 Labit, A., & Dubost, N. (2016). Housing and ageing in france and germany: The 

intergenerational solution. Housing, Care and Support, 19(2), 45-54.  

https://difu.de/node/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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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結社人權於住宅、經濟、教育、健康照顧、金融服務、生活水準等之落實，

住宅合作社是一個國際公認達成「多目標」改善社區與社群的有效模式，即梁玲

菁(2017.01.11)指出「社會經濟技術過程」，特別是德國案例，係從個別計畫的

經驗而建立的一個聯合開發與行政部門計畫，經由特定區域規劃與行政上的協助，

從開發、參與、使用、空間配置都是集體的關心與經營學習教育歷程。這項過程，

提供了住民一種合作的生活方法與生財之道，當計畫執行完成絕大部份的目標，

從住民與城市在使用價值上產生收入，也創造出新的社會經濟內在意涵，從「共

同關懷認知-普及-擴散-深耕」達到連結照顧，37脫離貧窮之城市永續發展目標。 

六、建議政策之課題 

針對本文建議的二種模式，並可引申的第三、四種建立合作社區、公共住宅

合作社化，存在一些問題並需待解決的課題如下： 

第一， 共通的基本合作人本教育問題 

國內極度缺乏合作意識與合作社教育，對於住宅公共政策的選擇，需要學習

合作人本的教育，循「社會經濟技術歷程」(梁玲菁，2017.01.11)從集體關心，

認知，學習而共同行動。人民結社住宅權的保障，從兩公約國內法效力等同於憲

法而言，應有「國家人權小組」的重視，落實聯合國住宅權優於財產權。從跨世

代居住合作社模式，推廣社會經濟事業於住宅、照顧、金融連結社區發展、勞動

合作社、社會福利住宅等，建構社區經濟互助自主的防護網；長期間縮短城鄉差

距，活化舊社區，認知住宅合作社是達成社會經濟多目標之具體組織體，落實結

社經濟效益，消除貧窮與不平等，是積極的永續城市策略。 

第二， 公部門系統的認知與協力問題 

針對社會福利住宅模式，從硬體與軟體而言，至少涉及兩個部會和地方政府

的協力工作，在中央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與內政部的營建署、合作與人民

團體司籌備處，若中央能取得協調一致性，各級政府促進住宅合作社才有依循方

向，請參照附錄一，即前述蘇黎世的經驗，瑞士政府與蘇黎世市政府的相關法律。  

(一) 就硬體建築 

                                                      
37

 梁玲菁(20170111)，住宅合作社的跨世代照顧與連結，實錄，國發會「創新社會經濟發

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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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不是社會住宅的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是主管單位；營建署認為要

照顧弱勢，進駐個人或家庭必須提升到有 30%是需要照顧的弱勢團體。但這些

團體要借助衛福部去推動合作的新觀念，然而本身缺乏認知與認同結社住宅的意

義、價值與模式的學習。住宅合作社可以營建房屋，主管機關是內政部合作與人

民團體私，存在接續的問題。 

 (二)就軟體組織 

當前合作社的行政主管機關-內政部與各級政府，缺乏於培植住宅合作社與

輔導機制的設想，其中涉及各級行政主管機關對國際住宅合作運動的認識，以及

經營管理創新模式的學習。各級政府更無意於共同解決屬於中央部會的工作，然

而居住需求卻是國家住宅政策，是人民群體在地方的生活大事，以及地方經濟相

關於就業和工作，家庭收入與照顧問題。而衛福部尚無結社以合作創造社會經濟

的福利觀念，更無法體認到如何在初期投入協助結社組織，以及對於基金會或協

會的功能，未來朝向自創福利與經濟改善的機制；內政部也無法就此與該部會進

行協商於共同解決身心障礙者的結社住宅與福利問題。同時還需要各縣市政府的

認知與學習，進行公有地、國土規劃之運用。 

第三，就支援性機制的創新規劃 

(一)引入非營利的社區土地信託機制(Community Land Trust, CLT)(包含農

地運用)，英國引入社區土地信託機制，主要宗旨於推展住宅合作的結社模式於

舊屋更換，長者易屋方便照顧，並穩定平價的住宅供給(美國亦如是)。英國、德

國、日本等結合住宅合作社與非營利組織共同於公私部門間，針對不同社群推展

住宅合作理念與教育、參與勞動、共同協商與經營、共居社區建築。 

(二)股權與信貸融資，如瑞士蘇黎世的城市住宅政策，同時運用公部門與私

部門的股權投融資機制，增加民間合作社向銀行借貸能力與機會，而基金會資金

投入，建築集團與民眾的共同參與，可以成就社會福利與民主參與經濟的目標。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課題： 

(一)普及小型互助住宅開始，進行一種「社會經濟技術歷程」，這是國際間

推動城市居住的生活選擇方式，消除家庭貧窮，增加社區經濟收入，但是臺灣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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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人本合作教育推廣結社價值與共住、共勞、共同承擔和共享模式，如德國、

瑞士、法國進行跨世代混合居住的模式。 

(二)民間非營利組織、住宅合作社需長期推動合作教育，對政府部會、各級

政府說明，也定期在圖書館或校園宣導民眾、年輕人加入認識，並付諸於行動。 

(三) 本文以社會福利住宅為探討，這類型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本人和家庭，是

需要跨部會協調，以較多的政府資源與社會各界的支持來協助和行動，這同時落

實聯合國「經濟、社會暨文化公約」之住宅權與身心障礙者保障公約的精神。 

(四) 國家住宅與金融政策，均應有支持住宅合作、合作關懷金融之政策，如

果將前述社會福利住宅合作社化，運用於大型的公共住宅，從英國、德國、加拿

大、瑞典、瑞士住宅合作的發展經驗中，政府有明確的合作住宅政策，友善地提

供融資機制、公部門轉移機制，結合非營利組織與住宅合作社營運管理，以創新

社區之跨世代住宅生活福利與經濟改善，朝向有品質的平價住宅、普惠金融的合

作連結與創新經濟，38即「四生一體」的國民經濟發展多目標經營。 

本文雖僅以兩種模式論述，實質上隱含未來可建立自主的合作社區、公共住

宅合作社化，即朝向大型化的跨世代互助共居模式，最後綜合以上各國觀察，探

討，模式等，提出臺灣發展住宅合作的思維基礎、建議跨部會與政策方向之歸納，

列示於表 5 供各界關心、討論，為下一代生活幸福尋找一條合作的初路。 

 

  

                                                      
38 本文初稿完成前，2017.05.19 瑞興銀行力推都更金融服務 助萬華老宅變豪宅(新聞摘要)，該

行其前身是「臺北市第一信用合作社」，若能深耕在地經營優勢，結合不動產專業諮詢、建經公

司、建築師、營造廠、法律諮詢顧問等相關專業，由信用合作社從融資及風險管理架構、信託管

理等配套服務，在全台結合有意願的民眾以合作自建或住宅合作社方式，蓋自己想要的關懷之

「家」(梁註記：如蘇黎世「不只是居住」)，亦即建構一個互助合作的社區環境。(林孝威臉書建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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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住宅合作的發展思維基礎、建議跨部會與政策方向之歸納 

議題 建議政策方向 問 題 部會 借鏡國際思維具體基礎 

住宅

合作

與社

區合

作社

發展 

 

國家住宅政策應有合作

住宅政策定位 

 

 

跨世代居住合作社模式

推廣 

推展社會經濟事業 

住宅連結照顧、金融、社

區與各類勞動合作社 

社會福利住宅 

 

縮短城鄉差距 

活化舊社區 

公有地釋放只租不售 

 

 

學習國外經驗，引入非

營利的社區土地信託機

制(包含農地運用) 

股權與信貸融資 

 

住宅合作新興產業 

 

 

 

 

各 級 政 府 普 及 推

廣 

社會大眾的學習 

民間營建商理念 

 

法律空間 

社 會 關 懷 金 融 連

結 

 

 

 

 

 

 

 

資金不足 

 

 

 

產 業 創 新 條 例 排

除 

總統府 

司法院 

立法院 

行政院 

法務部 

內政部 

勞動部 

衛福部 

 

國土規劃

中心 

縣市政府 

原民會 

農委會 

 

金管會 

 

 

 

 

 

經濟部 

人民結社權保障與落實，兩公

約國內法效力等同於憲法，聯

合國住宅權優於財產權。 

尊重歷史傳統聚落，建立全國

性徵收土地與安置計畫 

英國、瑞士、瑞典、奧地利、德、

法、美、韓、加等國家之住宅政

策之一。住宅合作社達成社會

經濟之多目標，落實結社經濟

效益，消除貧窮與不平等，是積

極的永續城市策略。 

法國巴黎的管理組織較多採社

會型企業，其他各國採住宅合

作社並結合非營利組織共同發

展。 

英國(美國)引入社區土地信託

機制，推展住宅合作的結社模

式於舊屋更換，長者易屋，並穩

定平價的住宅供給。 

同時運用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借

貸與股權投融資機制。 

「個人-組織-社區-社會-生

態」休戚相關的連結，創造人與

空間、與自然的正向循環，綜合

的城市社會。 

說    明：表中符號綜合整理自梁玲菁、許慧光、李嗣堯(2017.04.05)，創新社會經

濟與社會發展前瞻規劃，國家發展委員會報告 NDC-105-063。梁玲菁(2017.01.11) 

「創新社會經濟發展研討會」發表實錄與兩公約審查會議(2017.01.20)之結論性建議第

37 點。Miloon Kathric (2017.01.23 司法院)聯合國住宅對臺灣在土地徵收、迫遷議

題之專題演講。鄭文正(2017.01.11)「創新社會經濟發展研討會」發表實錄。梁玲菁、

林孝威(2017.02.21)深度專訪國內一基金會社會福利住宅計畫案(該單位尚不願公開)。

梁玲菁(2016，秋季號)，〈巴黎的「休戚相關」社會住宅政策〉，合作社事業報導，第 94

期。 

資料來源：梁玲菁整理。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5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150 

 

附錄一、瑞士蘇黎世的市政府頒布住宅政策的基本法律框架: 

《準則 24》(Grundsatz 24 )  

 全名是《關於支持非營利性住房建設的基本原則》1924 

《對準則 24 的修訂》2013 

《對政府支持的住房建造者的會計法規細則》 

《財政局的演講》推進住房建設辦公室關於住房合作社會計管理 

《推進住房建設的財務監督的演講》介紹財務監督的法律、流程、申請內容。 

《對租金控制的細則》 

《政府支持的住房保持原功用的細則》 

《對最高允許的租金額的計算》 

《住房部門關於以當前基準利率進行住房補貼的通知》 

《因銀行利率發生改變而調整租金》 

《因為房屋增值投資而調整租金》 

《人員進出申請》當住戶發生變動時，合作社向政府提交申請的範本和附件。 

《申請改變用途歸還政府貸款》 

《州政府對出租住房建設的建築品質要求說明書》 

《對受國家支持的出租房租戶的要求》 

《州政府關於無息、低息貸款的說明》 

《給出租住宅的無息、低息貸款》 

《出租房建造的成本》 

《節能額外貸款》 

《推進住房建設規定》 

《居住空間貸款 2005》 

《住房建設基金的準則 2011》 

《為給青年人提供居住空間而建立的住房合作社及非營利性機構的無息貸

款的準則》 

《青年人居住空間貸款的準則 2010》 

《對無障礙住宅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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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住宅合作社永續發展之借鑑 

與談人：張堅華 理事主席 

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 

住宅合作社在 150 年前發源於英國，而漫延到歐、美各國又展轉到亞洲，為

何歐、美各國之各級政府對社會住宅合作政策支持，帶動社會民眾對住宅合作社

發展的信心，增進住宅合作社逐漸穩定發展。 

回顧我國係以合作事業立憲的國家，在憲法第 145 條第二款明定「合作事業

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國父在民生主義：「合作制度是均富最佳捷徑」，以達

分配社會化之目標。聯合國於 2001 年第 56 屆第 88 次大會議決：「創造有利於合

作社發展環境準則」之國際規範，請會員國在政策、法律、行政等方面協助合作

社發展之環境。民國五、六十年前台灣省政府重視合作事業，所以成立合作事業

管理處積極推動合作事業發展，其中第五組專門負責推動住宅公用合作社之發展，

當年在台灣地區住宅公用合作社是最鼎盛時期，全台住宅公用合作社約六、七拾

單位社，但到民國八十年代，因台灣省政府精簡，省政終止，整個合作事業被遺

棄，隨波逐流，一年不如一年，現今只有寥寥幾社，而且業務停頓僅僅維持社務

而已，不勝感嘆！ 

依內政部年報資料（2016），住宅合作社登記在案僅僅 14 單位社，但實際依

合作社法第三條第七款經營住宅公用合作業務，僅有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

是台灣地區唯一實施住宅公用業務之合作社。 

住宅公用合作社在台灣地區發展，環顧四周，困難重重，其因何在？（一）

依憲法明定「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但不幸各級政府及政黨均束之

高閣，形同具文，有違憲之具體事證，不勝枚舉。（二）從中央的住宅政策，把

具有公益制度之住宅公用合作社，應該發展住宅興建業務之獎勵與扶助，拋棄千

里之外。（三）關於住宅公用合作社之業務主管機關，是內政部營建署，但在相

關住宅政策與法規對具有公益制度之住宅公用合作社拒於門外，促成社會住宅興

建完全被以營利為唯一目的之建設公司財團控制。（四）因各級政府主管社會住

宅興建機構，對住宅公用合作社之公益制度真諦既無知又冷漠。（五）合作行政

機構位階低微，長期建制在內政部科級位階，在地方政府被社會處社政科托管，

無法發揮政策性溝通協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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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公用合作社之公益制度，具有發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之合作精神，

說明如下： 

1、 依合作社法第一條「本法所稱合作社，謂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基礎上，

以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利益與生活改善、、」為宗旨。 

2、 依合作社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結餘應提撥百分之十以上為公積金」（以穩

定合作社財務基礎）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每年提撥公積金 75%。 

3、 依合作社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提撥百分之五為公益金」（專款專用於

社區公用設備或社會公益之用）。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提撥公益金

10%。 

4、 依合作社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前項結餘、經提出社員大會決議不予分配

時，得移充社員增認股金或撥作公積金」確保住宅公用合作社之社員基本財

產權，並增進住宅公用合作社業務、財務奠定良基。 

5、 依合作社法第二十二條：「社股年息不得超過百分之十，無結餘時，不得發

息」。既保障社員投資效益又健全合作社財務基礎。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

作社每年結餘配發股息百分之十。 

6、 住宅公用合作社之公用設備提供無房屋居住之社員承租利用，並依合作社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按交易額發放交易分配金，回饋承租「公用設備」之社員。 

7、 辦理社員及社員子女獎學金，每年頒發數十名優秀獎學金。 

8、 舉辦九九重陽敬老活動，頒發敬老金，高齡社員年齡 70 歲以上一千元、80

歲以上二千元、90 歲以上五千元。 

9、 年終贈送日曆或紀念品，感謝合作與支持。 

10、 辦理社員婚、喪喜慶之祝賀與慰問事項。 

11、 曾經辦理合作俱樂部，供社員康樂利用並舉辦家政補習班或成立烹飪教室

等活動，以提升社員居家生活水準。 

12、 舉辦社員健行活動，並辦理合作教育有獎徵答，獎品豐富，社員參加踴躍，

建立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社員交流，促進社員了解合作制度。 

綜上各項公益福利活動，是具體發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優良合作制度

之大愛精神。是住宅公用合作社特殊的公益制度，政府興建大量社會住宅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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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水泥欉林社區，嚴重缺乏之公益制度大愛精神，無法媲美住宅公用合作社之

公益制度，更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建設公司（全國建設公司 11,932 家）不願也不能

做到。但非常不幸政府對住宅公用合作社之冷漠，無動於衷，全國住宅公用合作

社僅剩一社，即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尚遵守合作社法經營，發揮「我為

人人、人人為我」的合作精神。敬祈政府重新對社會住宅政策之檢討與革新，是

庶民居住正義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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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合作社的國際發展經驗確實值得借鑑 

與談人：黃博怡 院長 

台灣金融研訓院 

 

拜全球化、知識經濟與新科技浪潮之賜，所得與財富分配持續惡化問題，顯

然已成為 21 世紀人類文明必須面對的最嚴重課題之一。身處國際社會，台灣當

然亦無法自外其中。然而，在諸多促使不均問題加劇的因素當中，房價持續飆漲，

毫無疑問是促使近些年來國人普遍產生幸福被剝奪感，甚至更多年蟬連民怨之首

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套一句近些年最流行的語法，如果這樣的問題不值得關心，

到底還有甚麼比這個問題，更值得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關切的呢？在這樣的時空

背景下，作者團隊蒐集住宅合作永續發展的若干國際經典作法與案例分享國人，

單憑此一研究動機，即非若干為賦新詞強說愁之類的文章所可比擬。對於這樣的

用心與努力，個人感到由衷的敬佩。 

 

自 18 世紀後期工業革命以降，推崇自由競爭或市場機能的資本主義盛行，

然而亦不乏有識之士，意識到勝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優勢劣敗法則，不盡然是人

類文明的唯一真理，而分別從不同角度提出解決或改善資本主義流弊的補救之道。

相對視利潤追求為經濟組織追求之首要目標的企業，非單純僅為營利(not only for 

profit)的合作社組織，乃至基金會或慈善機構的非營利組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遂應運而生；近些年來，若干原先標榜獲利的企業也開始重視社會

責任，將企業經營效率結合非營利組織社會宗旨的社會企業也如雨後春筍般的興

起。這些努力有個讓人類文明更為美好的共同目標，彼此之間如果能互相視為協

力夥伴而非互斥的競爭關係，應該是人類文明的一大福音。社會經濟組織之所以

較企業經濟組織讓人期待，社會目標的重視與努力應該是關鍵。 

 

在地窄人稠且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台灣，住宅固然是財產配置項目的一種，

而應享有財產權的保護；然而，基於住宅同時也是民生六大需求最重要的項目，

居住權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如何兼顧居住權與財產權，善用國外透過合作住宅

組織協助解決棘手的住宅問題，不失是可行的辦法之一。可惜的是，長期以來政

府施政未對營利企業以外的社會經濟組織營造有利的發展空間。影響所及，不僅

信用合作社等合作金融組織無法得到友善的發展空間，而漸失往日的風光；面對

連鎖量販店與便利商店的興起，消費合作社也越來越顯得微不足道。合作社是台

灣最早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一，如能掌握歷史的機遇廣泛結合其他類型的社會經濟

組織，很有機會為台灣的民生福祉開啟一頁新局。本文所介紹的國外經典案例，

很值得政府重視或參採。有道是眾志成城，期待合作經濟的各位先進能落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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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廣泛結合社會各界的力量，一起來重視台灣基層民眾的住宅、消費乃至

金融需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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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四) 

主持人   孫炳焱名譽教授－臺北大學 

今天這節是研討會最後一節，非常謝謝大家在這個時候還願意繼續留下來，

支持這個場次。國際住宅合作永續發展之借鑑，我們知道台灣的住宅問題，年輕

人買不到便宜的屋子，也租不到便宜的屋子，所以很多政治家在選舉的時候都提

出口號要大量建設所謂的社會住宅。在外國尤其是歐洲還有日本都利用住宅合作

社來提供便宜的房子給年輕人，今天我們就這個問題來介紹英、德、加拿大、瑞

典以及日本的經驗，來探討台灣有沒有可能在這方面，利用住宅合作社來提供平

價的房子。比起剛剛上一節的高科技，我們還是回到一般的市民生活，也是合作

運動裡面最關心的一般人的生活，我們剛剛從金融科技回到我們的世界。話不宜

多說，容我介紹一下，今天的論文是由四位教授專家一起寫的，梁玲菁、蔡孟穎、

林孝威及李嗣堯四位先生，梁教授我想大家都認識知道，蔡博士在台北大學合經

系服務，林孝威先生是謙信不動產的估價師，李嗣堯先生是台中商業科技大學日

本研究中心的執行長，他也是留日的，所以日本方面資料比較多。另外有兩位我

們很不容易請到的與談人，一位是張堅華先生，他是前立法委員，現在是基隆市

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的理事主席，這個合作社已經一百年了，是台灣唯一的一家，

剩下的唯一一家，所以等下可以聽到他的一些寶貴經驗。另外我們好不容易請到

台灣金融研訓院的黃博怡院長，他非常支持合作運動，尤其對信用合作社與儲蓄

互助社非常的關心，他也曾經寫過對儲蓄互助社研究的書，我們今天好不容易請

到兩位來與談，接下來，就把麥克風交給論文發表人來發表。 

 

主持人   孫炳焱名譽教授－臺北大學 

謝謝黃院長的談話與誠懇的建議，關於社會住宅，現在我們流行什麼上流下

流這種話，大家知道中產階級這個話過去也很流行，但是中產階級到現在都沒有

定義，唯一的一次定義是恩格斯講過的一句話，給工人一個鴿子房般大小的房子，

那個人就會自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因為這個話影響很大，這句話使得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亞洲各國拼命的蓋社會住宅給工人，因為如果每一個人都

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這個社會就安定了，所以社會住宅就變成是社會安定的一

種偉大的力量。其中用合作的方式提供合作住宅，就因為這樣，在各地都非常的

流行，尤其在德國。上一節剛剛我們聽到人工智慧，心裡慌慌的，黃主任說十年

後有沒有工作都不能確定，現在聽到合作心裡就安了，合作本來就能帶來安定，

是不是這樣？前不久有一位日本的合作金融專家到台灣來蹲點，蹲了三個月在儲

蓄互助社，後來回去了，他就寫了一篇文章在日本著名雜誌發表，以普惠金融來

肯定台灣儲蓄互助社的功能，那篇文章，後來由我翻譯介紹出來，台灣的合作金

融機構，這篇文章恐怕是第一篇被外國人介紹的。有這種制度受到肯定，他的肯

定並不是因為利用了人工智慧，而是因為發揮了關懷弱勢族群的心。李開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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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因為癌症生病，才有了感人的演講，事實上，李開復先生的那個演講是說

人工智慧固然可以帶來龐大的經濟利益，帶來利潤，但是他呼籲這些企業家，要

回饋社會，然後希望大家要恢復人原來具有的關懷他人的心，他在哥倫比亞大學

演講最後的結論是在這一點上頭，他的重點不在 AI，而是要大家恢復人性，合

作就是實現我們的人性。剛剛黃院長說不要老是對合作社的人說合作，對和尚念

經沒有用，應該要對外宣揚合作社的好處，這句話我很認同，以後要怎麼來做，

要靠大家的智慧，集思廣益，不過我想能夠透過這個研討會讓更多人來參加，黃

院長說，因為他今天有來參加，所以就知道有這個合作社運動的存在，今後希望

能夠讓大衆對合作運動更加關懷。現在還有五分鐘，我想請論文發表人林孝威先

生，他是建築師同時也是估價師，他參加這個論文的執筆，所以請他講個話，發

表寶貴意見。 

 

發表人 林孝威不動產估價師－謙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我本身是建築系畢業的，從退伍以後都在不動產的相關領域，第一份工作是

建築營建工程現場工程師，再到國泰人壽營建部從事內勤的部分，後來到信義房

屋，又到中華徵信所當估價，當時遇到兩次金融改革過程中，又到資產管理公司

(AMC)負責不良資產評估處理。我會有這樣一個職場的轉變是因為我對資本主義

這樣一個市場價格主導思維存在有很多疑惑，工作上常會一直做到自己感覺做不

下去，就想說換個單位、領域是不是可以改善，結果沒有，因為這是一套很嚴密

的系統在運作著。 

    我本身並沒有建築師執照，後來因為考上估價師執照，我就嘗試去了花蓮，

暫時放下跟不動產相關的工作，我是在前幾年加入主婦聯盟才開始認識合作社這

樣一個組織型態，所以我還算是門外漢，但可能會有不同觀點，希望跟大家交流

一下。從整個資本主義市場有時候其實住宅是很特殊的東西，它是應該不只是資

產更是生活穩定的基礎，感覺到現在年輕人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住宅。那為什麼

歐洲會有住宅合作社成立，是因為之前工業革命發展時期逐漸產生了剝削現象，

所以造成了罷工事件，政府想要解決這個事件，所以才去嘗試用住宅合作社，透

過民眾發起去結合先解決基本的居住問題，但這個過程中不是我們想的那麼簡單，

所以常會產生有些政策性的東西沒有辦法深入，可能有時候會變成一個表面性的

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對不動產了解到什麼程度。早上第二場的與談人郭教授有談專

案管理，那裡面有一個利害關係人，你從買地開始接觸地主、仲介、建築師、營

造商、甚至到營造工人。現在工人常是帶著藥包去上工、因為去醫院，那天就沒

辦法賺工錢，所以今天如果沒有用換位思考，我們在想我們多美好的住宅合作社

的時候，老實說那可能是個夢，很難實現是因為現有的整個不動產的整個系統上

都是用建商的資本市場思維，現在連政府的社會住宅也是套用建商模式，我有聽

說政府都是跟建設公司請益，還是偏重在考慮價錢的問題、量的問題，但是質的

問題在住宅上它是一個獨特性、客制化的思考，所以很難用量去解決質的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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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你會發現我們蓋的房子都差不多，所以我們會用很多的裝潢來創造差異。 

    整個未來環境意識，這個部分我們到底有沒有其他的選擇，我想我在看住宅

合作社，我不認為住宅合作社可以完全取代建商，但是它有機會創造另外一個不

同價值思維的選擇項目，或許經由大家共同去思考研究，應該會越了解更有實踐

的機會，當然我覺得裡面存在不少的風險性需被考慮，也許住宅是金額高，時程

長，其實我也不建議貿然前去，那我這邊有一個構想，有沒有類似像大富翁一樣

設計一套桌遊遊戲，透過遊戲大家來沙盤推演，把模擬不同的情境分析，來演練

你的決策思考，讓很多的想法回到跟小孩子一樣，一個遊戲把很多的束縛框架給

打開，那當打開的過程，需要不要花到錢呢？不用，花時間而已，當然還有對未

來的生活想像，如果用這樣方式，這些東西就一步一步的累積，當有這些意識，

大家都這麼做的話，會產生一些超乎我們大家想像的效果。這個是我比較用這個

角度切入的點，也簡單在這裡跟大家做分享，謝謝。 

 

發表人 李嗣堯執行長－臺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我簡單講兩個故事,我曾經在日本生活過十幾年，最後一次的七年，我因為是

帶家人一起去留學，所以在日本是以家庭為單位在那邊生活。我運氣很好，七年

中的六年是住在日本政府所有的社會住宅，所謂公共住宅。我在公共住宅生活的

時候，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因為他們知道我是住在裡面相對年輕的人，所以被

賦予一個適合年輕人的工作，就是安排一個晚上巡邏的工作。我第一次住的公共

住宅的房子是比較封閉式的，因此老人住得比較多，而我所住的北海道札幌是非

常冷的地方，封閉式的地方對於老人是比較容易生活，那邊比較健康的一些老人，

他們也做其他適合他們的工作，所以我在那邊生活的六年當中，一起去參加活動

也一起生活。這是一個合作社的概念，因為他們在自理他們的住宅生活的時候，

是全體一起分工來進行的，我完全沒有這種概念，但是我進去候就很自然的加入。 

回到台灣以後，我在台灣買了一間房子，在一個所謂的社區裡面，我們社區

很簡單，我們社區管理委員會就找一個管理公司，我們的錢就交給他，然後告訴

他應該做什麼，那在日本其實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這是一個故事。另外一個故

事是，因為我是全家在日本生活，所以我兩個小孩都在那邊讀小學，我在哪裡加

入了一個家長會，我跟他們比較特別是因為我還是外國人的關係，有一些工作無

法一起參與，但是我還是被分配到游泳池去監督小朋友游泳，他們希望下午下課

後或者週六或週日的時候，家長可以輪流監看小朋友游泳。回到台灣也是一樣，

我的小朋友也在學校，有一次孩子告訴我說老師請我加入家長委員會，他們既然

主動找我，我覺得也好啊，如果有需要幫忙我加入也沒問題。 

後來我才知道，加入家長委員會依照職稱分別有一個金額，看了金額後就想

那我加入委員就好了，我一次也沒有被邀請參加會議，因為他們只是要我繳費就

好了。我為什麼會說這個故事，因為我覺得在日本是一種合作的概念，很多的工

作大家一起來做，一起來完成，所以很多的關係就可以建立起來。我覺得政府真

的要關心這個問題，合作社是一種道德、一種改變可以人心重要的生活關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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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讀大學的時候，學校的合作社是政府不准讓合作社以外的單位進來的，保

留給合作社可以在學校裡面經營，所以我讀的大學只有合作社在裡面經營，他們

都不允許其他單位進來，像是 7-11 都必須到學校外面開設。大學生進入學校後，

每一個都人都先繳股金成為社員，在學校用生活去體驗，去知道社會有這樣社會

關懷的方式，從這個地方讓他們慢慢去了解。政府其實有他可以做的地方，因為

他是一個改善社會很重要的東西，這是我的簡單分享，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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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 

主持人 陳茂春主任－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各位合作社界的先進、各位朋友，雖然已經到了快要可以道晚安的時候，但

很高興，今天此時大家仍都還在會場，這真的不容易，也表示本次研討會所提出

的議題，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首先回應一個問題，有關「合作事業發展基金」的設置，本部目前已在簽辦

當中，以後也需要大家共同推動；基金是 104 年合作社法修法後法律規定要設置

的，我們也會朝這個方向繼續努力。至於未來基金會有多少錢，我們不能保證，

但我們一定會積極地爭取，並且依程序函報行政院討論。 

今天所發表的論文，包括社區資源整合、在地老化，還有六次產業，我都很

認真聆聽，尤其是最後一個題目──有關住宅合作社的發展──我本身對這項議

題是滿有興趣的，前一陣子政務次長特別找我提到住宅合作社推動的可能性，也

能看得出他對這個議題多有關注。所以，或許過去我對合作社的領域不是非常熟

悉，但在法律、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方面，我過去 30 年都在這個領域工作，現

在來到合作社這個領域，我覺得住宅合作社說不定真的有成功的機會，當然，要

看後續如何發展。 

今天本處的陳專委、葉科長都參加了研討會，大家都很努力地吸收先進、教

授與前輩們的知識以及實務經驗。我們未來也可以請老師針對國外的合作住宅來

給我們上課，了解這樣的模式應該如何操作，在法令上也去檢視我們欠缺了什麼，

是否在某個法令的環節上存在問題，例如國有非公用財產能不能提供給合作社？

或是可否打折？或是租金如何處理？如果能夠做一些檢視和處理，政策上的推動

其實也沒有那麼困難，但我們仍必須說服長官推動這樣的政策，才能夠成功。 

還沒有接觸合作社之前，就我個人的觀點在想：我們那麼多的公有地為什麼

要標售，有些精華地段標售後沒幾年就漲了好幾倍，所有的錢都進入到建商的口

袋，我的感觸就很深，我自己認為住宅政策應該要跟人口政策結合，例如我國現

在生育率幾乎是全世界最低，我們應該可以跟建商合建住宅，公平、合理地分配，

譬如鼓勵 1 個家庭只要生 4 個小孩就可以免費進住，生 3 個小孩費用打 25 折，

生 2 個打 5 折，一個 75 折等。為什麼我會有這些想法，因為 921 重建時，我在

中部服務了 2 年半，當初就是這樣，我們蓋好的平價住宅、一般住宅，低收入戶

3 折而已，這就是政府推出來的政策；對於沒有房子的，當時有 200 萬可以免利

息，另外還有 160 萬的低利貸款，那個年代都有政策在推動。 

今天我吸收大家的看法後，未來希望能與各位合作社界的老師們共同研商，

訂定合作社政策上的行動計畫或是方針。我一定會與老師們一同討論，共同來推

動。 

以上，先跟大家做這樣的回應。接下來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現場

有很多老師在，可以跟大家說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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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廸賢教授－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今天于教授演講題目是「人勝過資本」，但在合作社的經營管理中亦不可忽

略資本在合作社的重要性，合作企業經營時「錢雖然不是萬能，沒錢也萬萬不能」。

現在和大家分享 M 2M 的兩種不同意涵，在營利公司的 M2M 是 money to money

的「錢滾錢」，錢滾錢才能賺大錢；M2M 在合作社除了企業經營 money to money

的「錢滾錢」外，更重要的是以人為中心的 mind to mind「心連心」，社員要能夠

心連心合作社才能夠永續經營。換言之，合作社所必備的兩本存摺為金錢面的「銀

行存摺」與人際面「人脈存摺」缺一不可；心連心之 M2M 的關鍵，就是人脈存

摺所存進去的「信任」。人際信任才是合作社永續經營的基礎，如果沒有了信任，

也就是社員對合作社的一種認同感、歸屬感與參與感，讓社員感受到「這是我們

的合作社」，合作社就會難以經營了。真正的合作社 M 2M 的 mind to mind 與

money to money 是融合且統合為一的，人與錢都有其重要性與考量時機。 

今天黃院長提醒我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合作社的好要讓社會知道且認同才

能發揮其特有的使命價值與功能。2012 年國際合作事業年的主題是”Co-operative 

enterprises build a better world”「合作事業讓世界更美好」。主婦聯盟由一位前輩

提過一句話說：「聖嚴法師提過：『佛教是這麼的好，知道的人事那麼少，誤解的

人士那麼多。』在合作事業則是『合作社是這麼的好，知道的人事那麼少，誤解

的人士那麼多。』如何傳播合作事業，讓大家對合作社有正確的認知和參與，我

們今天吳主任透過網路直播就是與時俱進的方式；透過報章雜誌幫合作社寫專欄，

或其他管道把合作社這項積極正面的社會企業讓社會知道。讓我們用我們的手、

用我們的口與行動，把合作社的好、善的循環啟發出來，相信這個世界就會更美

好。 

 

李桂秋教授－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提問人： 

早上于躍門董事長在第十三頁有寫道一段『為了抑制資本無謂的作用，合作

企業採取兩種方法來防止，一是不鼓勵每人認購過多的股金，另一是限制股金產

生的報酬』可不可以做更詳細的說明? 

李老師： 

如果補充得不好是我說明的不明確，如果補充內容很好則是由於于老師寫得

好，在第十三頁裡面其實已經說明，有些社員股金太多會讓合作社內某些少數社

員集中權力來掌控這個合作社，然後這個合作社就會變成少數人而不是屬於每個

人所參與的合作社。 

提問人： 

但是合作社不是說每一個人是一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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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師： 

是，但是每一個人認購股金，假設你認購十萬塊，我認購三百萬，但是最後

合作社在做重要政策決定時，我講話的聲音，可能會比你大，因為我認購三百萬。

所以為什麼合作社要限制每一個社員不可以擁有這麼高的權力。 

提問人: 

那是在企業裡面才會有這樣的情況? 

李老師： 

對，我們希望合作社能夠按交易額分配盈餘，然後以民主開的原則讓每個人

能夠享有一人一票，透過民主的管理、門戶開放的原則去實際執行，我們希望每

位社員都是平等的，利用合作社的七大合作原則的經營管理方式使得合作社永續

發展。 

 

提問人 1 陳佳容專門委員－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我就法規的部分說明一下：合作社法有規定，每一個社員認購股金不能超過

股金總額百分之二十，它的用意在於，合作社經營過程參與及出資的人很多，而

且決議投票時都是一人一票，如果某社員出資很多，ㄧ旦他對於大家共同討論的

結果不認同，不願意繼續參與，他的資金一抽走，合作社的運作就可能出現困難；

而合作社鼓勵的是人的參與，它希望每個人、更多的人、很多的人一起來合作，

而且合作社業務應為社員的共同需求，需要資金的時候大家再把錢拿出來，而不

是說集中在某幾個人出很多錢。另外合作社法對於股息也有限制，而且在民國 23

年就定了，最高就是百分之十，其實(現行狀況來看)算有點高了，我們都鼓勵合

作社說還是要節制股息，用一般定存再加一碼兩碼為股息，留下更多的結餘回到

社員利用額的攤還。這些精神在合作社法裡面都是有的。 

 

提問人 2 陳靜夫教授－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常務董事 

 我是從會計的觀點，這個股金超過百分之二十就有影響力，超過百分之五

十，就有控制力，合作組織是追求眾人之利，不要資金集中少數人手上，但他

也有他的缺點，一人一票與按交易額分配盈餘，會使社員不願意多出股金，合

作社的資金不能擴大。 

 

梁玲菁理事長－中國合作學社 

先站起來謝謝陳主任，因為承蒙陳主任協助，促成 6/23 于教授招集大家跟

葉部長見面的活動，實在是很不容易，因為我們等了 11 個月，比見菲律賓部長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5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172 

 

還難。不過今天因為陳主任講了很多讓我覺得是可以看到合作的未來部分，個人

也很佩服陳主任，難怪葉部長說是要挖腳，因為主任是一個很有行動力的人。接

續剛剛前一場住宅，我都沒有講話，所以現在讓我補充講一下下，請幫我放一下

投影片。 

最後的二張投影片，談合作社之社會經濟。住宅，其實是合作的集大成之所

在，特別像賴羅博士指出合作社區，如果我們每個點都已經是非常清楚的「合作

人」的組織的時候，那個點線面會去串起來，將來就是社間合作與連結的一個部

分，所以在投影片上指出「社會經濟」，這是特別請孫老師從去年一直到今天的

指導，剛好康組長手上有這一本國發會的政策研究報告，麻煩康組長舉起來一下，

將來再看有什麼方式可以拿到那本報告。這本報告最後有一張規劃圖，就是如何

把住宅合作透過一個創新的投資、融資的方法去思考補充機制，在此也把這些放

到投影片來。 

整體上，熊彼德「創新理論」放到社會經濟裡，因此需要有一個「社會經濟

技術歷程」，這個歷程，包括我們今天講的「共同居住文化(Co-housing Culture)」

這樣的一個共同文化，其實是需要公部門跟私部門的共同連結，然後把它放在我

們個人的參與裡面，因此會產生一個鏈結(對不起!可能要請大家回頭的時候，看

一下報告書的結論) 不管是德國或者是瑞士的經驗，事實上，是從事前的參與，

到中間的建設，以至於到事後的組織管理，甚至於到未來整個社區永續的發展，

所以為什麼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合作社是一個永續發展重要的策略性組織。 

請看下一頁，孫老師協助我們研究定義社會經濟:「凡競爭經濟以外的，扶助

弱勢並消除不平等的經濟，即屬社會經濟，在政策上應予支援性協助」，住宅政

策這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提供我們當代、下一代以及未來的世代，不要把錢花在無

謂的事情上，那我們的人民要怎樣才能夠獲得更平價的住宅? 這是德國和奧地利

教育人民的宗旨。實際上，撰述住宅這一篇，包括之前曾經撰寫過的韓國、法國，

我個人手上都還有奧地利、印度、以色列的部分，足見國際的重視。甚至看印度，

這麼窮的國家，現在也要翻身，中產階級在式微的情況下，也採用住宅合作社做

更多的翻身。 

從熊彼德的創新理論之普及、擴散、深耕，用在資本家身上去做一個技術創

新活動，所以當我們在發展「社會經濟」一定要先做第一件事，叫做「關懷、參

與力」，特別就是在教育方面，一定要先去做一個「人本互助倫理」的教育，之

後，就是剛剛黃(博怡)院長所說的，(真的是非常感謝他!因為他今天是主辦台海

兩岸的一個金融會議，到剛剛下午，其實他都還有主持工作，特別為了我們把下

午議程請副院長幫忙。) 他的意思就是支持我們合作界，一定要做外面的連結，

等等再講一個連結，而且是內政部可以解決的問題。所以今年黃院長邀約，當時

候寫「普惠金融」(銀行家，五月號)，特別去強調「Touch and Understand」，所以

我給了一個「To U」，我們合作社要做的事情，就是 To U，就是為您來做一件事

情，如果沒有第二個步驟認知、普及和信念的話，講其他的東西也沒有用，也就

跟廠商沒有甚麼不一樣，Supply side(供給面)在決定所有的事，而不是像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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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Demand side(需要面)來決定。 

第三個步驟，所有的社會經濟事業裡面，我們要選擇的是一個「倫理的組織」。

合作社，如剛剛大家也講了很多，就是一個具有友愛、平等、自由、誠實、正義

等性質，所以希望能夠做一個擴散，跨社群、跨組織，最後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也絕對看的到! 要不然 170 年的合作運動如何到今天!? 為什麼聯合國和 ICA 聯

盟，那麼多的國際性的組織，像 ILO 就非常推崇合作社，所以具有多目標的一個

深耕，對社區、社會、跨世代的一個連繫，這就是我要補充剛剛整體的部分。 

然後，我有一點建議，因為在住宅的部分，各位如果看手冊 120 頁，我們說

要創造一個連結的時候，最後兩段，面對的問題，那要怎麼去推動? 事實上表 4，

那個比對表，是在過年前的時候，我特別和孝威去一個「肯納基金會」對談。可

是他們來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以合作社模式了，因為土地的移轉，全部都用基

金會去做這一件事情，基金會一旦產生所有權的買賣，這在內部是不能分配的，

所以那一些自閉兒的爸爸、媽媽們想要運用住宅合作社去經營社福、或者是他自

己的住宅，我只能建議說：你只好切割，住房歸住房，社福要歸社福，還是給基

金會去做。這形成，來的太慢，為甚麼 2015 年 10 月他們聽完演講韓國合作住宅

以後，要開始啟動，可是這兩、三年當中，全部還是用基金會去做這個思考? 各

位，在此要請大家看看，如果可以透過任何的力量、更多的辦法，讓所有的基金

會、協會，只要在組織的宗旨裡面加一條，當然是由他們內部去討論，這個討論

不是說一定要做合作經濟，所以我自己再作修正為「推動互助合作增進本會落實

社會福利目標」。這是一個人性教育的問題，而不是你選擇的什麼模式；至於你

要選擇甚麼模式?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第三個步驟，你高興，我甘願，時機成熟，

我們大家一起選合作社，了解嗎? 但是「教育」一定要推展出去，所以如果，我

們「合作與人民團體司」，或者是能夠推動衛生福利部，連結基金會、協會來做

一個教育的部分。 

因為個人接觸一個案子，合作社根本都來不及，因為土地買賣的賣方，只願

與基金會買賣，這樣沒辦法走下去，所以很中肯地跟大家講，表 4 包括訪談，其

中也有花蓮的鄭爸(鄭文正主席)在今年 1/11 國發會的內容，他們都身受其苦。然

後，這裡面的籌設相關程序，在六都的住宅正義走得出去，在花東卻走不下去，

因為縣市府的承辦，在行政理念上完全沒有辦法接受這一套的時候，所以就有很

多的問題。 

表 5，請大家回去幫忙多看一下，有任何的問題，請你參與來做。剛講國發

會的最後一張規劃圖，我們要建議總統府、或者是司法院裡面應該要成立所謂的

「人權小組」，各位知道嗎?我們合作社的結社權跟金融、教育、住宅，還有經濟、

就業等，都有密切的一個關係。在臺灣有六個國際公約法，已經是國內法，效力

上形同是憲法一樣，所以，很高興知道陳主任真的是很幫忙在注意這一件事情。

因為當我們在兩公約審查，拜託了儲互協會、還有住宅合作社的張堅華理事主席，

一起提出兩公約的影子報告。提出這個報告後，出席會場，看到十幾個團體的年

輕人只攻打兩公約中的一條:迫遷土地問題。為這個議題，都追到司法院，請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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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召開另外一個演講與座談(後補：尤美女委員共同主持)；可是與我們合作界相

關的法條，在經社文公約的 2、6、8、11、13 條，一個提報單位要攻打五條，是

不會完全通過的。所以今天報告開始的時候講到，結論性建議第 14 點和 15 點

次，國際委員們特別強烈建議有關教育權，要求政府的部門提出改善結社教育的

倫理價值方案，所以 6/23 才會跟葉部長講，有需要「政府的合作教育平台」這一

訴求，所以請大家回去看那一張建議表 5，因為政府的單位其實也有很多的無奈，

但是像陳主任講的，要不斷的去說服，所以不管是基金，特別是要用跨部會管理

的方式的時候，因為各部會有出錢，會關心這件事，自然就有各部會在觸動合作

社的業務的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建議，因為就像剛剛陳主任講，有很多方法是可以用的，但

是我們住宅法裡面的第三章社會住宅部分，已經訂了 30%，還有 12 種身份，6/23

也舉了例子。當英國、德國和其他各國都包括對中低收入戶在社會住宅裡，其中

也會規定 6 年、8 年、12 年期間，若 10 年後一定要你搬出來，搬出來時，住戶

所得如果沒有改善的一個情況下，怎麼辦? 所以各位，我們為什麼尋找德國的案

例，德國的案例從教育，不斷的從教育一直走，走到今天的時候，他以住宅合作

社為最大的一個依歸。美國的經驗，我們雖然沒有寫在這個地方，可是舊金山也

可以看的到，當碰到年紀大的人「以房易房」，去做照顧老人家，可是其中有一

個機制很重要，這我們文章也有提到，叫做「社區土地信託」，舊金山的市政府

要求，信託機制唯一的目的在 promotion cooperative，housing cooperative(促進住

宅合作社)，就這一件事情。所以這個都是在機制上面應該要去思索，到底你(政

府)給的平價住宅，你給的社會住宅，你要把人民帶到哪裡去? 帶到還是依賴政

府嗎?還是讓人民能夠有自主能力的、教育的一個管理機制? 

最後一個，回應今天早上六次產業化的部分，因為所有學校裡面的消費合作

社在斷層中，回想在 1996 年的時候，教育部的輔導草案討論，我們有幾位臺北

大學老師和蔡(建雄)院長(後補:尚有陳來紅顧問、陳大魁老師)，曾經有一個「消

費合作小組」，當時也跟教育部，在討論修改草案的關係，可是這件事情始終到

今天還是沒有辦法有一個破釜沉舟的方向，所以建議推動方案上，在消費合作社

的部分也必須要有一個考量。這一個部分我比較建議，之前在 2016 年曾有一個

努力，那個努力是希望把立法院那個反對我們消費合作社的人，把他帶去學校觀

摩，是不是這件事情的未來，半年到一年的之間能不能有成就?  

基金這件事情，我聽到的，是在行政院裡面，其實就有 Keyman 是反對合作

社，所以我們的基金到底要怎麼走?各位，各方人士，要動起來，不是只有陳主

任他們簽呈上去而已，你一定要動起來，因為你談合作，而沒有共同行動力，這

是在「社會經濟技術歷程」根本的第一件事情就做不到，人家都可不用理你，你

知道嗎? 當報告寫完了，所有的政務委員到國外去開會回來，北中南各地因為經

濟部有錢!就開始開巡迴的會議，接續大力提倡社會型企業的部分。我們合作界，

一年一度大家坐在一起，好不容易半年前國發會讓我們也可以召開了一場研討會，

可是未來呢? 難道就等一年一度嗎? 各位! 真的要動起來，你的連結，全部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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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都會在住宅合作社裡面看到你的影子，你的影子會印到下一代去，那個不知道

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學校? 還是怎樣? 很希望看到未來! 很抱歉!讓我講那麼久，謝

謝大家! 

 

方珍玲秘書長－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各位大家好，其實時間上已經五點了，那我今天簡短的稍微講一點點感想就

好，我想從今天早上比較的高齡化社會，然後提到農業的六級化，還有金融科技

跟住宅合作這個部分，其實我第一點感想就是，這裡面牽涉到很多跨部會的合作，

不管是內政部，就是主管機關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實牽涉到很多部會，如勞

動部、經濟部、財政部，也許還有教育部等等，我覺得在部會跟部會之間的聯繫

其實不是單純只有說靠我們自己，也許陳主任在這裡真的要幫我們很多忙，這是

第一個的部份；第二點是我們合作社一直在討論國外非常重要且很好的範例，那

怎麼樣在國內怎麼樣落實，我覺得這個機制跟行動方案其實應該要經由一些細部

的討論，要趕快的詳細的列出來，如果沒有行動的話，我們就會一直只是在這討

論這個問題而已，如果說我們可以有很多次的小型的討論，針對不同的類別，例

如說農業合作應該要怎麼樣，那消費合作應該要怎麼樣，應該要分不同的小組去

做討論分享，然後到時候再整合起來，也許就會有一些比較快的進程；第三點的

話，我覺得現在都說是資訊科技爆炸的時代，也是知識爆炸的時代，我們看到有

很多年輕人很習慣用網路來搜尋資料，不過我因為在合作社事業協會擔任秘書長

想要完成各會員合作社網路資訊提供給大家了解，可是我在搜尋很多合作社的時

候，都找不到這些資料。舉例來說，剛剛說所提的住宅合作其實很重要，可是我

們在網路上看不到住宅合作社一些相關的細節，如果我們要讓年輕人了解合作社，

讓他們願意投入，我覺得這是提供資訊是重要的事情，因為他們是數位原生，所

有資料都從網路上去找，可是當我們的合作社這些資料沒有在網路上呈現的時候，

你要叫年輕人去哪裡找這些資料，要不然就要透過合作教育的方式來讓年輕人知

道，可是我們合作教育又辦得不夠多，所以我覺得資訊傳遞上是要很積極的來做，

有時候我們看到有些部會，他們是會以巡迴方式在全省不斷的辦各種大小型的說

明會，這也是一種方式。如果我們要落實合作教育，我們應該要思考用什麼方式，

是不是也應該要有一些完整的教材，才能夠為讓年輕人了解什麼是合作社組織，

甚至我們也可以思考在網路上要有一個非常完整的合作學院之類的，把所有教材

一步一步的慢慢放上去，那這樣就會鼓勵很多人去蒐集合作相關的訊息，假設我

們沒有辦法用實體的形式去落實合作教育，至少我們在虛擬的網路上有這些東西，

然後也讓每一個合作社能夠盡量把他們自己的資訊在網站上呈現，是更好的方式

可以讓年輕人了解。 

    再者，我們今天也有討論金融科技的部份，金融科技目前很多都受限於銀行

法，只要一碰觸到銀行法大部分的金融都是不一定能做的，所以這個部分需要再

花一些時間去討論，像剛才王教授他有提到 P to P lending 的內容，這些都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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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新穎的東西，P to P lending 目前在台灣還是受到金管會的監理，但是在英國基

本上是以 NPO 組織來監理，不是由政府單位去監控，但大家一定想說如果是由

民間來監理的話，是不是風險非常高？但實際上他們每一次交易會提取一些手續

費作為風險覆蓋的費用，但結果是幾乎可以百分之百覆蓋，這樣的逾放比是不到

0.1%，所以不是所有金融都要由政府來監管就一定會特別好，有些時候讓人民自

己有一些方法，用自律的方式，也是可以成就不一樣的做法。過去當我們在強調

合作組織時，我們認為合作社是一個可被信任的組織，我覺得用這樣子的一個方

式也可以去考量到未來，如果金融科技運用在合作社，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考量金融的未來性，也許未來可擴及 P to P lending，是不是信用合作社也可以

成為背後貸放的一個主要機構，而不是所有東西都是由銀行或金控公司來主導，

以上是我的一些淺見，謝謝大家。 

 

吳肇展主任－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各位先進午安，很感謝大家都繼續參與到現在，仍是座無虛席，這是身為承

辦單位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感謝大家。今天下午研討的一個重點是住宅合作社

這個議題，如何讓住宅能夠合作事業化，對於台灣居住正義的改善與提升有很大

的幫助，這也與早上討論的高齡化議題，以及目前嚴重的少子化問題，息息相關。

我剛剛向張堅華立委請教住宅合作社相關議題，我才發現原來張立委與我一樣都

是基隆人，張立委提到基隆第一住宅合作社是現在全國碩果僅存的，這是我身為

基隆人感到驕傲的。在與張立委的談話中偶然聊到，發現我小時候住的房子就是

第一住宅合作社興建的，原來我從小就與合作界結緣了，這真的是很難得的緣分。 

    在房價高漲的台灣社會，應該積極發展住宅合作社，以有效解決高房價的問

題。我是一個深受過不合理高房價荼毒的人，我在基隆的學校教書教了九年，之

後來到逢甲服務，至今八年了，在逢甲前四年住在學校宿舍，由於宿舍有住宿年

限限制，所以必須要買房子，當時房價漲得很高，但還好有買，因為之後漲得更

高，一直到現在都沒跌價過。買房後不久我從鄰居口中得知，他們五年前買的價

錢只有我買的一半，可見房價高漲的情形實在是非常嚴重，而像我一樣受到高房

價影響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 

    欲成立住宅合作社合作最重要前提就是宣導。高房價是年輕人的切身之痛，

但很多年輕人不知道什麼是住宅合作社，也不清楚住宅合作社可以如何幫助他們。

房價問題若不改善，那麼當前年輕人的切身之痛，就是未來更多人的切身之痛。

年輕人沒有房子住，就不願意生小孩，我們國家的少子化問題就一直存在，而高

齡化問題也會更嚴重，造成一種惡性循環，國家的整體發展就會停滯。 

    因此，合作事業是一帖良藥，甚至是目前台灣社會許多問題的解藥，如何有

效宣導與推廣合作事業是當務之急。此外，如何將合作事業辦好，也必須先解決

目前合作事業面臨的一些阻力。或許合作界可以研究看看，將影響合作社發展的

阻力因素進行盤點，就可以針對這些因素對症下藥，一步步解決這些阻力，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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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為合作事業開創一條康莊大道。 

 

黃啟瑞主任－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吳主任率領的逢甲大學團隊把今天的研討會辦得非常成功。謹在此致上最大

敬意與謝意，時間控制很好，直播很精彩，餐點很美味。可以理解他講話為什麼

可以那麼大聲，因為已經辦完了，任務結束，明年換我們接辦，我們也希望明年

在臺北大學辦的時候，各位也能夠到場、也要可以像今天堅持到活動結束，那一

樣我們也會有直播，餐點比照，雲端高科技會盡量做到最好，把我們的大門打開。

剛剛我們孫老師一直在講形塑建立合作意識，我想明年的主題應該是這樣，凝聚

我們的合作意識，把阻力盤點出來，然後把助力推出來。助力推出來有很多方式，

比如說，剛剛我們從早上討論到現在，取法了很多從歐洲、日本、美國，這些這

麼多的好的 idea，需要有人去落實。所以在將來新設的內政部人團司，可能可以

考慮建立合作單位，例如國際合作科這樣的一個組織就很重要，可以幫大家把這

些事情給落實，我們非常的期待。今天有很多很有趣的議題，大家都一定都覺得

意猶未盡，令人感動，我們也參加大大小小各種不管是學術研討會，很少像這樣

開到五點半，大家還沒有想走的感覺，這樣的感覺很好。我們肩膀也開始有點沉

重了，吳主任今天也辦的這麼成功，明年要怎麼用比較好呢？所以剛剛有向孫老

師請示了，明年一定要繼續留下來繼續幫我們大會作證，梁老師也答應了，合作

住宅部分一定是明年重大的議題，一樣要把它做的更好，那合作社阻力議題就留

給逢甲大學這邊，助力就由我們一起來想，祝福希望明年會更好，在我們陳司長

的領導下。 

 

結語 

陳茂春主任－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我再次強調，有 4 個小孩可以免租金入住住宅這是我個人的看法~而且自從

了解了合作社以後，我覺得用合作住宅的方式會更好，因為它可以包括社區的照

顧。第一堂課于躍門教授就提到「人勝過資本」，合作社更重視人，它是互助、

平等的，而這樣的一個合作住宅，未來也會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所以我發覺

這個方法可能更好。至於政府在政策上要怎麼發展，我剛剛也一再提及，希望能

跟我們的專家學者大家共同來討論，將來可以規劃推動方案一起努力。 

提問人 3 許榮江建築師－許榮江建築師事務所 

    各位合作界學者先進大家好，我想要幫鄭爸講幾句話，鄭爸有一個自閉症的

小孩，鄭爸現已經七十歲了，他擔心他老了，小孩怎麼辦，所以提出一個叫做雙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5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178 

 

老住宅的一個概念。這個雙老住宅提出來之後，希望結合台灣的住宅合作社，希

望雙老住宅跟住宅合作社能夠結合再一起，讓共老共居混居，這樣的一個概念，

能夠在台灣，能夠深耕能夠成立，剛剛台北的張理事主席，他一直在提到底問題

出在哪裡，他也沒有講，我想他的回答會說是大部份出在政府的政策，基隆的合

作社之所以會成功，他的背景是因為他的土地是軍方的，因為有這樣子的背景，

所以在土地的取得以及政策上面當初都有得到支持的。回來看看我們台灣的社會

住宅政策，其實社會的住宅政策，是一個中具的住宅政策，他不是個可長可久的

住宅政策，因為他有年輕人有六年，老人是十二年，那十二年之之後怎麼辦，六

十五歲十二年後是七十七歲，要叫他搬家好像是於心不忍，所以我們社會宅的政

策事實上，有它的侷限，所以我們要一個可長可久的而不是一個中繼型的住宅政

策。住宅合作社本身就是結合大家的力量自己自主自我管理，然後他是個共居混

居的概念，最重要他是一個台灣最重要的正向發源地，我個人認為現在有太多的

負向能量了，要集合不一樣的人，大家一人一票要能夠自主要能夠結合在一起蓋

房子，這是一件非常正向力量才有辦法達成的，因為我本身是建築師我很清楚，

一個住宅，光一戶我可以做五年，假如說二十戶，大家都委託我做，那我可能會

瘋掉，所以他是一個很高難度的住宅，但是他是可行的，在各個國家都是可行的，

只有我們台灣一個叫做基隆人的住宅合作社，那台中市政府已經讓我們成立了，

我們跟主婦聯盟跟鄭爸還有幾位建築師同志申請這個案子，我們明天開始地籌備

第一次的籌備會，我們希望這個住宅合作社，在政府的支持之下，能夠有所成，

也希望剛剛專員就說是不是我們有一個實驗性的住宅合作社能夠讓我們有這樣

的一個機會，去完成這樣的一個理想，其實最大的問題是土地的來源土地的租借

或是土地的撥用，這必須靠政府，第二個是融資，我想都是弱勢團體，缺的就是

融資，但是我相信他們都是善良的，包括我們主婦聯盟也有儲戶合作社，所以我

們也希望能夠跟主婦聯盟合作，希望能夠在融資土地這塊政策上面有這樣的機會

讓我們能像基隆住宅合作社一樣成功，也希望我們能夠在中部在台灣能夠深耕成

長，謝謝。 

 

陳茂春主任－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謝謝建築師剛剛的意見，我想我們也責無旁貸，還有其他的問題也歡迎跟我

們部裡面大家來共同來努力，今天就到這裡結束，再次謝謝大家的參與，我們明

年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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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名單 

主持人、貴賓、發表人、與談人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方珍玲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秘書長 

2  沈淑妃 內政部 主任秘書 

3  高承恕 逢甲大學 董事長 

4  李秉乾 逢甲大學 校長 

5  于躍門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6  簡士超 逢甲大學商學院 副院長 

7  翟本瑞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教授 

8  李桂秋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教授 

9  陳慧真 台中市南屯區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秘書 

10  吳肇展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主任 

11  楊坤鋒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教授 

12  郭廸賢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教授 

13  張啟盟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理事主席 

14  蔡建雄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教授 

15  王傳慶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教授 

16  黃啟瑞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主任 

17  蔡明欽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諮詢顧問 

18  孫炳焱 臺北大學 名譽教授 

19  梁玲菁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兼任教授 

20  蔡孟穎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教 

21  林孝威 謙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不動產估價師 

22  李嗣堯 臺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執行長 

23  張堅華 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 理事主席 

24  黃博怡 台灣金融研訓院 院長 

25  陳茂春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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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陳佳容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專門委員 

2  葉昭宏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長 

3  張福仁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視察 

4  林慧英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專員 

5  林鈺聆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專員 

6  陳雅晴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7  張家榮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8  李金真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約聘人員 

9  張森宇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總經理 

10  陳棟樑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辦事員 

11  錢金瑞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執行長 

12  蔡文彬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組長 

13  歐美華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專員 

14  高毓璟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辦事員 

15  陳靜夫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常務董事 

16  葉俐廷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助理教授 

17  賴宜君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組員 

18  廖育民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組員 

19  鄭孟育 逢甲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副教授 

20  廖漢東 逢甲大學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組員 

21  鄭  玫 逢甲大學總務處事務組 組員 

22  廖亮美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 研究生 

23  廖亮陶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 研究生 

24  柯文乾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理教授 

25  唐錦秀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26  張懿蕾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教 

27  許慧光 國立屏東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助理教授 

28  李亞橋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博士生 

29  陳靜芬 弘光科技大學 研究生 

30  廖漢雄 大葉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研究生 

31  孫一信 立法委員吳玉琴國會辦公室 主任 

32  吳麗惠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科員 

33  謝宜穎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科長 

34  溫于慧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聘用社會工作員 

35  黃秀媛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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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陳怡如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科員 

37  藍天安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約用人員 

38  廖國欽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約聘人員 

39  蔡淑藝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行政 

40  黃銓豐 嘉義縣政府社會局 科員 

41  鄭郁璇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科員 

42  洪福龍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先生 

43  陳志翔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科員 

44  陳介仁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總經理 

45  魏懌雯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主任秘書 

46  江虹瑩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47  潘鈺釵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48  曹金佩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49  謝杰瓏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課長 

50  莊禮瑞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課長 

51  張淇鋒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課長 

52  曾吉弘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辦事員 

53  杜駿騰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辦事員 

54  洪小龍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駕駛員 

55  胡耿逢 台灣食在安心農業運銷合作社 經理 

56  吳天登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理事長 

57  王永裕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秘書長 

58  洪哲雄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副秘書長 

59  康建民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行政組組長 

60  廖仁祿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督導組組長 

61  繆文蔚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督導組副組長 

62  周怡君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行政組專員 

63  曾小津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行政組專員 

64  黃惠蘭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督導組專員 

65  王仁宏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督導組專員 

66  蔣爭光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臺東區會 委員(秘書) 

67  李修瑋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理事主席 

68  柳家瑞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常務理事 

69  陳郁玲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常務理事 

70  許秀嬌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總經理 

71  劉潔鳳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理事 

72  劉玫君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中分社 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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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蘇惠君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社員代表 

74  張月瑩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社員代表 

75  鄭宜芳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教委會 

76  陳春杏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教育委員會委員 

77  凌千惠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社員 

78  陳玲慧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社員 

79  邱彥玲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社員 

80  楊進添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社員 

81  陳古桓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社員 

82  何淑華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社員 

83  謝文綺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三民站區會 主委 

84  陳彥文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社員代表 家管 

85  陳志成 葛仙米藻俱樂部運銷合作社 理事 

86  洪子喬 葛仙米藻俱樂部運銷合作社 監事 

87  蘇振成 葛仙米藻俱樂部運銷合作社 經理 

88  林耿達 葛仙米藻俱樂部運銷合作社 組長 

89  賴文樂 葛仙米藻俱樂部運銷合作社 社員 

90  孫滙鑫 葛仙米藻俱樂部運銷合作社 社員 

91  楊惠月 葛仙米藻俱樂部運銷合作社 社員 

92  張再傳 葛仙米藻俱樂部運銷合作社 社員 

93  黃銘鍾 有限責任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理事主席 

94  黃珊瑜 有限責任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顧問 

95  黃志立 有限責任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理事 

96  林銘勳 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 副總經理 

97  潘俊傑 中華民國農會 先生 

98  李佩禧 中華民國農會 小姐 

99  郝文正 保證責任基隆市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100  張建華 保證責任基隆市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101  林清福 保證責任臺中市合作社聯合社 理事主席 

102  林進和 台灣省蔗農消費合作社 理事主席 

103  趙勇彰 台灣省蔗農消費合作社 總經理 

104  江易積 有限責任苗栗縣油甘運銷合作社 理事主席 

105  范源隆 有限責任苗栗縣油甘運銷合作社 理事 

106  余奇錦 有限責任苗栗縣油甘運銷合作社 社務經理 

107  張慧雪 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 主任 

108  邱榆棋 有限責任臺東有機友善農產運銷合作社 經理 

109  張萬得 保證責任台灣區蜜寶貝蜜蜂產品運銷合作社 理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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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鄭文正 花蓮友善家園住宅公用合作社 理事主席 

111  鄭  樵 花蓮友善家園住宅公用合作社 社員 

112  王炎明 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理事主席 

113  蔡幸珮 有限責任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經理 

114  王建竣 大員美果菜生產合作社 經理 

115  鐘苑紋 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行政專員 

116  張  鳳 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專員 

117  李怡慧 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專員 

118  龐中人 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 營運長 

119  李建興 中華電信 經理 

120  林碧珍 台灣雅芳股份有限公司 區經理 

121  劉玉英 臺中市潭子國中 志工 

122  陳玲玲 中山區合作社 理事 

123  王瓊枝 社團法人綠色 21台灣聯盟 理事長 

124  謝杏慧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研究員 

125  陳美娟 陳美娟地政士事務所 負責人 

126  邵廼衍 慈心協會 志工 

127  顏月緞 惠丞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128  許榮江 許榮江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129  羅信義 許榮江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師 

130  紀育如 許榮江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師 

131  鍾寶雲 許榮江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師 

132  葉秀鳳 許榮江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師 

133  張樹香 許榮江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師 

134  許琇珊 許榮江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師 

135  魏志成 許榮江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師 

136  賴柏弦 許榮江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師 

137  廖文助 廣豐電腦資訊商行 經理 

138  林翰哲 富邦金控 經理 

139  游永欽 個人 退休 

140  林淑娟 自由業 自由業 

141  勞翌倫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42  黃俊嘉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43  張紫芊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44  李婉瑩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45  黃薇蓁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46  林怡韻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5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186 

 

147  楊庭愷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148  李宜臻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49  潘則墉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50  戴呈容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51  彭舒唯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52  闕靖紋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53  曾致穎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54  葉沛蕾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55  沈冠丞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56  馬譽芯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57  劉羽容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58  翁瑞馨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59  劉子凡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60  蔡宗瑋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61  江佩臻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62  蔡軒富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63  林芝亦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64  朱婉庭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65  陳霈柔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166  風立仁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系學會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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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方珍玲 秘書長 

 

 
 

 

       逢甲大學 

       高承恕   董事長 

     內政部 

     沈淑妃 主任秘書 

 

 
 

 

逢甲大學 

李秉乾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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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于躍門 董事長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翟本瑞 教授 

逢甲大學商學院 

簡士超 副院長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李桂秋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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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  

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陳慧真 秘書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楊坤鋒 教授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吳肇展 主任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郭廸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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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張啟盟 理事主席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王傳慶 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建雄 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黃啟瑞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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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蔡明欽 諮詢顧問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梁玲菁 兼任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孫炳焱   名譽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孟穎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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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林孝威 不動產估價師 

 

 

 
 

 

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 

張堅華 理事主席 

臺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李嗣堯 執行長 

 

 

 
 

 

台灣金融研訓院 

黃博怡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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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茂春  主任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方珍玲 秘書長 

中國合作學社 

梁玲菁 理事長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吳肇展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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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黃啟瑞 主任 

 

 

 

 
內政部  

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佳容 專門委員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張森宇 總經理 

 

 

 

 
內政部     

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葉昭宏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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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方珍玲秘書長、沈淑妃主任秘書、 

陳茂春主任 

 

 

 

 

 

 

 

 

 

 

 

 
左起：沈淑妃主任秘書、方珍玲秘書長、 

高承恕董事長、李秉乾校長 

 

 

 
 

 

 

 

 

 

 

 

 

 

 
 

左起：沈淑妃主任秘書、方珍玲秘書長、 

高承恕董事長、李秉乾校長 

左起：方珍玲秘書長、吳肇展主任、      

      李秉乾校長、陳茂春主任 

 
 

 

翟本瑞教授論文發表 

 

 

 

 

 

 

第 95 屆國際合作社節研討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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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常務董事 

陳靜夫教授提問 

 

 

 

 

 

 

 

 

 

 

 

 

 
 

左起：楊坤鋒教授、吳肇展主任、 

郭廸賢教授、張啟盟理事主席 

左起：蔡孟穎助教、梁玲菁教授、 

孫炳焱教授、張堅華理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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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梁玲菁教授、孫炳焱名譽教授、

張堅華理事主席、黃博怡院長 

第 95 屆國際合作社節研討會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