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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6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議程表  

民國 107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五) 
     

時   間 議    程 

09:00~09:30 報   到 

09:30~09:50 

開幕式 
主席致詞：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麥勝剛  理事長 
長官致詞：內政部                陳宗彥  政務次長   
貴賓致詞：臺北大學              李承嘉  校長  

09:50~10:20 團體照/茶敘 

10:20~10:50 
 

專題演講：合作金融、普惠金融與金融科技 

主 講 人 ：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池祥麟 教授 

10:50~12:00 

論 文 一 ： 新興型態合作社之發展芻議－以綠色再生能源為例 

主 持 人 ：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建雄 教授 
發 表 人 ：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方珍玲 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陳淑玲 副教授 
與 談 人 ： 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劉  鋼 教授 

 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黃淑德 理事主席 

12:00~13:00 午餐/休息 (供應茶水便當) 

13:00~14:10 

 

論 文 二 ： 「新協力模式」創新社會經濟－加拿大住宅合作發展研究 

主 持 人 ： 臺北大學 孫炳焱 名譽教授 

發 表 人 ： 中國合作學社 梁玲菁 常務理事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孟穎 助教 

與 談 人 ： 立法院 尤美女 立法委員 

 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楊少瑜 科長 

14:15~15:25 

 

論 文 三 ： 政府長照政策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經營策略之探討 

主 持 人 ： 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于躍門 董事長 

發 表 人 ：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李桂秋 副教授 

與 談 人 ：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葉俐廷 助理教授 

 有限責任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倪榮春 經理 

15:25~15:45 茶敘交流 

15:45~17:00 

 

綜合座談與閉幕式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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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建雄 理事長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黃啟瑞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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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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6 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研討會議事規則及注意事項 
 

主 持 人 ： 5 分鐘 不舉牌不按鈴。請主持人自行控制時間。 

發 表 人 ： 25 分鐘 按鈴提醒。 

結束前 2 分鐘，按 1 聲鈴提醒。 

結束前 1 分鐘，按 2 聲鈴提醒。 

時間到，按 3 聲鈴提醒。 

與談人 /位： 12 分鐘 舉牌方式提醒。 

「還有 2 分鐘」。 

「時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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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發言以 2 分鐘為限，時間到按長鈴 1 聲。 

 
 

注意事項： 

1. 為使研討會場次進行順利，請各場次主持人掌握時間，避免耽誤後面場次 

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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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式 
 

主席致詞：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麥勝剛理事長 

內政部陳次長、臺北大學李校長、各位院長、各位教授、各位貴賓大

家早安。 

首先，歡迎大家參加慶祝第 96 屆國際合作社節系列活動之一的「合

作事業發展研討會」，個人非常高興，也感謝今天臺北大學提供這麼好的

場地，讓我們可以來共同參與這個活動。這個研討會每一年都是由臺北大

學與逢甲大學輪流承辦，今年輪到臺北大學，藉由這個研討會的交流、傳

承以及知識分享，我想這是在學術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們也知道目前

的社會中，知識交流及分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可藉此產生知識創

新，所以每年度大家透過這個機會進行論文發表，針對理論及實務進行交

流討論，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從去年開始，內政部特別為合作社組織的發展加快腳步，在 106 年年

底於北、中、南區辦理座談會，對合作社之相關議題進行積極的討論。而

我們的合作組織自己是否能也在過程中思考如何面對國際性或在地化問

題？今年研討會將延續相關議題再進行深入討論，也希望能讓內政部及合

作界人士相對重視目前合作社組織所遭遇的困難並提出解決與因應之道。 

國際合作社節每年都有一個主題，今年則是以「財貨與勞務的永續消

費與生產」為題，主要是社會環境改變，仍有許多人生活在貧窮線下，但

資源被破壞及浪費，未被好好利用。而合作社組織在過去 200 年來，勇於

在經營上秉持永續實踐的概念，因此才能延續至今，而這樣的 slogan 再度

被提出就是希望所有的社員對目前可能的浪費及社會經濟的不平等要有

突破性的作法。確實，在永續發展的議題下，各類合作社都有不同的作法

但也殊途同歸，希望社會能愈加美好，如：金融合作對於基層及偏鄉之普

惠金融以及新世代所重視的科技金融都因為想提供更完整之勞務及財貨

永續服務而有的創新因應之道。所以我們今天的研討會特別在專題演講的

部分邀請在此方面有卓越表現的臺北大學池祥麟院長來進行「合作金融、

科技金融與普惠金融」的完整說明，提供我們更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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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他有關合作的重要議題也都會在今天研討會發表及討論，包含

農業合作、住宅合作及高齡化社會的長照問題等，都是需要被討論的重

點，我們可以多參考國外的作法，也了解目前國內的現況，再看要如何來

努力改進。很謝謝今天的講者為合作組織的發展所付出的努力。 

今天我們藉由這樣的機會共聚一堂，是一件美好的事，相信大家都很

期待，從每年參與的人數愈來愈踴躍就可以證明。在此先藉這機會感謝內

政部、中國合作學社、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合作金庫

銀行、信聯社、農聯社、台灣合作社聯合社及儲蓄互助協會、合作事業發

展基金會等共同協辦此次研討會，當然最後還是要特別感謝臺北大學金融

與合作經營學系非常盡心地辦理此次研討會，最後祝福大會圓滿成功、各

位與會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長官致詞：內政部 陳宗彥政務次長 

謝謝麥理事長！臺北大學李校長、在座包括臺北大學、逢甲大學兩個

學校有關於合作事業的相關學者、老師，我們部裡的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

備處茂春主任，還有我們部裡面幾個同仁也都一起來參與這一次研討會，

在這邊先祝福大家。 

合作事業其實發展已經很長的時間，從十九世紀一直到現在，也邁入

三個世紀的時間，其實部裡面葉部長對於整個未來合作事業的發展也非常

的重視。雖然經過了幾次的組改，未來我們在組改上，合作事業在合團司

裡會是一個重要的工作項目。合作事業與政府目前推動的幾項創新產業政

策及其他重大政策有所相關，與今天研討會的內容剛剛好都符合，包括現

在正推動的社會住宅、長照及綠能產業的部分。這些都會成為新興的合作

事業。在臺灣發展到目前的十類合作社，目前有四千一百多個合作社，也

有兩百零八萬多個社員，其實可以看得到合作事業的蓬勃發展。我其實對

麥理事長非常的尊崇，因為大家都知道在金融世界發展裡，金融合作社在

各縣市幾乎都慢慢式微，可是在麥理事長帶領的一信是不斷在蓬勃發展，

而且還不斷在創新，和我們現在面臨的合作事業一樣。我相信合作事業，

因為它是以人為很重要的核心，所以在這樣以人為核心的價值裡發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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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新的政策跟創新事業，會發展出更多不一樣的合作事業。我舉幾個例

子，現在各縣市也都不斷在推動這個青年農民的部分。其實需要的也是合

作社的力量來協助願意投入到傳統事業裡面的青年農民，如果透過合作

社，其實對青農的發展就會有很大的幫助，另外包括現在的長照政策的照

顧工作，其實也可透過合作社的力量來幫助長照發展出一個完整、更好的

政策方向。所以也希望透過今天，我們臺灣大概也只有臺北大學跟逢甲大

學有僅有的兩個合作事業相關科系，透過這個學術研討會的發表，我相信

可以創造出更多更好，且有助於社會發展的合作事業，謝謝大家。 

 

貴賓致詞：臺北大學 李承嘉校長 

麥勝剛理事長、陳宗彥政務次長、以及我看到非常多的老朋友，我要

先跟梁玲菁主任，還有我們真正的老前輩孫炳焱老師打招呼。因為我在學

校時候，他們兩位就是我的前輩。另外，還有我們今天承辦研討會的黃主

任、以及我們合作夥伴吳主任、還有我們未來的臺北大學商學院院長池祥

麟教授、以及我們陳次長、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可能裡面也

有同學，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首先代表臺北大學的師生歡迎各位貴賓先進參加這一次的研討

會。其實我對合作相關的事業並不了解，剛剛我跟幾位先進稍微聊一下，

而略有理解。剛才陳政務次長也提到，現在只剩下我們學校有合作事業有

關的系，所以讓我覺得非常榮幸。在過去三個世紀，合作事業從新興到衰

敗，再慢慢可能現在會有更多的機會。學校還保有這個合作觀念，還有保

留這個系，所以我非常期待，不管是我們學校也好；或是我們友系，就是

我們吳主任這個系，可以繼續堅持下去，在學術界研究相關合作議題，也

透過學術將政府部門和企業結合起來，讓產、官、學合作在資本主義其實

非常徹底的臺灣能夠有機會透過第三部門來服務需要照顧的社會弱勢者

及貧眾。 

不管是學校、企業或政府部門，對於民眾的照顧都是責任的一部分。

就現在的社會來說更需要，因為貧富懸殊越來越大，需要幫助的人可能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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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多。除了剛才陳政務次長提到政府積極投入外，但是我們也不能期待

太多，因為我們知道政府有它的困難。但是我們自己要站起來，就是用民

眾的力量、民間的力量，包括我們學術界力量，好好去包容這個社會大眾

所需要的。這個就是需要我們透過合作的方式，來解決他們基本生活的困

頓。今天非常特別，就是請我們池院長就金融合作這個議題，以及普惠金

融和金融科技做結合。我知道，池祥麟教授在這上面有深入的研究，心願

非常的宏大，他來做普惠金融的說明和研究報告和大家做專題介紹是非常

合適的。我也相信，透過今天池院長的專題報告，會讓大家更進一步的理

解到，普惠金融如何透過金融科技去推展、來普及大眾、來嘉惠大眾。對

我來說，這是學校的榮譽，在現在貧富非常懸殊的社會裡，還有老師願意

投入，還有學者願意做這樣的事，學校也會盡量來支持。今天的研討會，

看起來參加的人數是非常踴躍，因為一大早能夠有那麼多人來，我覺得很

不容易。我特別謝謝各位的參與，期待我們這研討會能夠透過廣泛的交流

獲得更好的成果。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大會有個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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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合作金融、普惠金融與金融科技 

 

~主講人~ 

池祥麟 教授 

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合作金融、普惠金融與金融科技 

池祥麟1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2018.06.22 

中文摘要 

相對於愛爾蘭、美國、加拿大、甚至韓國而言，我國儲蓄互助社的滲透率與貸放比兩者均比較

偏低，滲透率偏低與貸放比偏低是否代表我國的普惠金融 (以及降低高利貸與地下錢莊的社會問

題) 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本文參考國內的經營優質的儲蓄互助社與信用合作社之經驗，

以及參考國外普惠金融之發展經驗，了解如何提升合作金融組織的滲透率及貸放比，並同時維

持良好的信用風險管理，以達成普惠金融的目標。其次，我們也透過了解目前世界各地透過金

融科技來促進普惠金融的趨勢之下，合作金融組織應該如何因應。本文希望能夠提供協會組織、

政府政策及法規修訂給予政策建議。  

 

關鍵詞：合作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儲蓄互助社 
 
  

                                                   
1本文作者池祥麟為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教授，本文作者非常感謝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提供聯繫管

道、相關資料與專業實務見解。本文作者也非常感謝在參訪台南新樓儲蓄互助社、花蓮門諾儲蓄互助社、台中水湳
儲蓄互助社時，獲得賓至如歸的熱情接待，也從請教各社理事主席、顧問、區督導與經理的過程中，獲得豐富的收
穫。但本文若有任何錯誤疏漏之處，責任仍由作者自負。本文作者聯絡方式：電話 02-8674-1111 轉 66874；e-
mail: hlchih@gm.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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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資本主義雖然造就了經濟發展並提昇生產效率，但卻因政府失靈而無法有效解決市場經濟

衍生的市場失靈(負面外部性)與分配失靈的問題，從而衍生出環境污染、全球暖化、社會衝擊

與貧富不均等等。為了因應上述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問題，世界各地由民間產生許多自發性

的社會運動，由個人(如消費者或投資人)、企業、合作組織、非營利組織等等來推動，譬如合

作運動、公平貿易(fair trade)運動、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社

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SRI)與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等等。 

如果我們針對貧富不均的議題，不管是已開發國家或是開發中國家，只要有貧富不均的問

題，當地經濟弱勢就可能會遭遇金融排除(financial exclusion)的問題，讓他們無法取得基本的

金融服務(存款、借款、匯款與保險等等)。尤其他們因為無法以合理利率借得資金從事自雇事

業與對抗流動性衝擊，在高利貸的剝削之下，他們無法脫離貧窮，而且因為他們的下一代沒有

錢受教育，無法累積人力資本，從而世世代代均無法脫離貧窮。合作金融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產

生之降低金融排除的社會運動，而且直至現在仍在世界各地持續扮演重要的角色。此次金融風

暴之後，聯合國便特別重視合作社。在 2009 年，聯合國秘書長根據聯合國大會第 62/128 號

決議所出具「合作社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報告中，便提及合作金融組織  (financial 

cooperatives)對於金融風暴有抗壓性，因為它不做金融投機行為而可以保障平民的金融資產2。

尤其在此次金融風暴時，合作金融組織的穩定表現，抵銷了商業銀行體系因追逐過高風險與大

幅虧損對經濟體系造成的負向衝擊，已經證實合作金融是一個更有應變力(resilient)的金融體系。 

尤其合作金融組織能透過團結的力量與組織設計，降低金融排除以增加弱勢族群的經濟競

爭力，發揮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功能。根據上述聯合國 2009 年的報告顯示，合作金

融組織才是經濟弱勢獲取微型金融服務的最大提供者。就全世界來說，合作金融組織已經提供

金融服務給那些每天收入不到 2 美元的經濟弱勢，達 7 千 8 百萬人。譬如就南亞而言，那些

每天收入不到 2 美元的經濟弱勢如果能獲得放款，合作金融組織就佔 54.5%，微型金融組織僅

佔 19%。因此，合作金融組織扮演著普惠金融的重要角色。該報告還提及全球有各種形式的金

融合作社，目前已經服務了 8 億 5 千 7 百萬的顧客，約佔全世界人口的 13%3。 

                                                   
2請參考國立臺北大學孫炳焱榮譽教授於 2010 年接受電台專訪時，對於合作運動與國際合作節的說明。 
3如法國的 Cre ́dit Cooperatif (高度支持社會經濟計畫與機構) 與 Banques Populaires Group (中小企業融資的

領導者)、荷蘭的合作銀行 Rabobank。而芬蘭的 OP-Pohjola Group 與加拿大的 Desjardins Group 都是農業、
住宅與中小企業市場的領導者。過去以來，合作金融機構 (而不是農業合作社) 一直是農業金融主要的提供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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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儲蓄互助社而言，我們從世界儲蓄互助社議事會(World Council of Credit Unions; 

WOCCU)歷年的統計報告可以看出，儲蓄互助社在世界各地持續穩定發展，2016 年全世界已

經有 109 個國家有設置儲蓄互助社，社員總人數達 2.35 億。但是，從 WOCCU 的統計資料

也可以看出，全球整體儲蓄互助社的社員之滲透率(penetration ratio = 一國社員總人數/該國

15-64 歲人口)為 13.55%，全球整體儲蓄互助社的貸放比為 76.4%，但相對而言，我國儲蓄互

助社 2016 年的滲透率約為 1.0～1.5%，貸放比之平均值則為 41.10%，與全球整體相比顯得

偏低，這是否代表我國的普惠金融 (以及降低高利貸與地下錢莊的社會問題) 還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或是代表我國儲蓄互助社面臨很大的經營瓶頸？因此，本文想參考國內的經營優質的儲蓄

互助社與信用合作社之經驗，了解如何提升合作金融組織的滲透率及貸放比，並同時維持良好

的信用風險管理，以達成普惠金融的目標。其次，我們也希望了解目前世界各地透過金融科技

來促進普惠金融的趨勢之下，合作金融組織應該如何因應。本文希望能夠提供協會組織、政府

政策及法規修訂給予政策建議。 

二、我國儲蓄互助社滲透率低是否代表沒有發揮普惠金融的功能？ 

根據 WOCCU 的 2016 年統計報告資料顯示，全世界有 109 個國家有設置儲蓄互助社，社員

總人數達 2.35 億，社員之整體滲透率(penetration ratio = 一國社員總人數/該國 15-64 歲人

口)為 13.55%，亦即每 100 人的工作人口當中，就有 13.55 人是儲蓄互助社的社員。但我國

儲蓄互助社的滲透率約為 1.0～1.5%，與其他國家相比顯得偏低 (請見表一)4 。但是，我國儲

蓄互助社的滲透率偏低，是否就一定代表著沒有發揮普惠金融的功能呢？ 

表一、台灣、韓國、美國、加拿大、愛爾蘭與全球整體儲蓄互助社的社員滲透率 

國家 2009 年 2015 年 2016 年 

韓國 14.80% 16.00% 11.47% 
美國 44.30% 48.80% 52.61% 

加拿大 47.00% 44.10% 46.71% 
愛爾蘭 75.40% 77.00% 74.47% 
台灣 1.20% 1.30% 0.94% 
全球 7.60% 8.30% 13.55% 

                                                   
歐洲地區，雷發巽式的合作社 (Raiffeisen-type cooperatives) 在鄉村地區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譬如奧地利、瑞
士與盧森堡的雷發巽集團，義大利的信用合作社，西班牙的 cajas rurales，葡萄牙的 Credito Agricola，法國的
Credit Agricole 都是如此。 

4請參考：http://www.woccu.org/impact/global_reach/stat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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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其實是否定的。根據我國金管會銀行局「銀行業務資訊揭露」所公布之我國 106 年 12

月底偏鄉(金融服務欠缺地區鄉鎮)名單可以看出 (請見表二)，目前全台灣金融服務欠缺地區高

達 162 個鄉鎮地區，這些行政區域的總戶籍人口數可能在 300 萬人左右5。而我國儲蓄互助社

目前在這 162 個鄉鎮地區事實上扮演著重要的提供金融服務的角色。譬如就花蓮縣而言，金融

服務欠缺地區包括三個鄉：萬榮鄉(無銀行、無信用合作社、無農漁會信用部、無郵局)、卓溪

鄉(無銀行、無信用合作社、無農漁會信用部、有郵局)、秀林鄉 (無銀行、無信用合作社、有農

會信用部、無漁會信用部、有郵局)，但這三個鄉都有儲蓄互助社的設置。除了花蓮縣之外，其

他金融服務欠缺地區也有相同的情況。 

如果我們做個簡單的估計，花蓮縣的人口約 30 萬人，儲蓄互助社社員約為 3 萬人，所以

花蓮縣的儲蓄互助社滲透率其實可以達到 10%。同樣的推論，如果我們針對金融服務欠缺地區

來統計滲透率的話，滲透率一定可以更高；相對而言，都市地區的儲蓄互助社滲透率就會很低，

因為商業銀行分行在都市地區林立，人們容易取得金融服務，對於儲蓄互助社的倚賴就會比較

低。因此，雖然我國儲蓄互助社的整體滲透率偏低(1.0～1.5%)，但是不同區域的儲蓄互助社滲

透率會有高低不一的差別，而且不同區域的儲蓄互助社滲透率應該是比較有意義的統計數字，

也就是說，我們不應該從偏低的整體滲透率去低估我國儲蓄互助社對於普惠金融的正面貢獻。 

三、政府機構(包括協會)之間應該進行資訊溝通與相互合作以促進普惠金融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表二並沒有將儲蓄互助社列示出來。原因在於儲蓄互助社在我國並非

屬於金融機構，而是社團法人，所以其主管機關是內政部而不是金管會，從而儲蓄互助社當然

就不會被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納入表二的統計。如果內政部(以及協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能夠做有效的資訊流通，將儲蓄互助社也納入統計的話，將能讓社會大眾更為了解儲蓄互助社

在我國所扮演的普惠金融(或降低金融排除)的重要功能，以降低社會大眾對於儲蓄互助社的誤

解，並提升參與儲蓄互助社的意願。而且此項足夠有力的證據也可作為政府必須支持與鼓勵我

國儲蓄互助社發展的重要理由。當然協會對於我國儲蓄互助社之正面經濟與社會功能，還要做

更有效的廣宣才行。 

 

  

                                                   
5請參考聯合報系願景工程之「偏鄉金融」報導：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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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06年12月底偏鄉(金融服務欠缺地區)名單 

縣市別 合計 本國銀行 外國銀行 陸商銀行 信合社 農會信用部  漁會信用部  郵局 

花蓮縣 4 0 0 0 0 1 0 3 
(萬榮鄉、卓溪鄉、秀林鄉)     

金門縣 1 0 0 0 0 0 0 1 
(金寧鄉)         

南投縣 3 0 0 0 0 1 0 2 
(仁愛鄉)     

屏東縣 33 0 0 0 0 12 2 19 
(獅子鄉、新園鄉、鹽埔鄉、三地門鄉、來義鄉、瑪家鄉、竹田鄉、麟洛鄉、南州鄉、泰武鄉、新埤鄉、牡丹鄉、春日鄉、 
車城鄉、琉球鄉、崁頂鄉、滿州鄉) 

苗栗縣 2 0 0 0 0 1 0 1 
(卓蘭鎮)     

桃園市 3 0 0 0 0 2 0 1 

(復興區)         

高雄市 14 0 0 0 0 7 2 5 
(阿蓮區、茄萣區、杉林區、六龜區)     

雲林縣 48 0 0 0 0 31 2 15 
(褒忠鄉、元長鄉、莿桐鄉、二崙鄉、古坑鄉、東勢鄉、大埤鄉、水林鄉、臺西鄉、口湖鄉) 

新北市 2 0 0 0 0 1 0 1 
(雙溪區)     

新竹縣 4 0 0 0 0 2 0 2 

(尖石鄉、北埔鄉)       

彰化縣 20 0 0 0 0 13 1 6 

(線西鄉、二水鄉、溪州鄉、田尾鄉、竹塘鄉、大城鄉)     

臺中市 12 0 0 0 0 8 0 4 

(石岡區、新社區、大安區)      

臺東縣 4 0 0 0 0 2 0 2 
(金峰鄉、關山鎮、池上鄉)     

臺南市 12 0 0 0 0 6 2 4 

(七股區、南化區、下營區)       

合計 162 0 0 0 0 87 9 66 
附註： 
1. 金融服務欠缺地區定義為「無本國銀行或信合社設置」且「平均每一金融機構(含農漁會及郵局)服務人口數高於全國平均數」 
2.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銀行業務資訊揭露」： 

https://www.banking.gov.tw/uploaddowndoc?file=disclosure/201803261459230.pdf&filedisplay=BB10612年金融服務
欠缺地區鄉鎮名單.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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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果我們用網路搜集引擎以關鍵字「地下錢莊」搜尋相關新聞，會發現我國高利貸

導致的地下錢莊暴力討債與悲劇新聞層出不窮。建議主管機關(譬如內政部、警政署、金管會銀

行局等)可以統整與分析相關資訊以共同思考解決方案，譬如：檢視地下錢莊犯罪與高利貸是否

比較集中於金融服務欠缺地區？各類型的金融機構與儲蓄互助社的服務涵蓋區域之地下錢莊犯

罪與高利貸問題是否比較輕微？如何透過廣宣與廣布各類型的金融機構與儲蓄互助社的金融服

務，來事前防範地下錢莊犯罪與高利貸問題，而不要等到悲劇發生時才來做事後的亡羊補牢。 

第三，金管會自民國 95 年訂定「金融知識普及工作」計畫，並持續推動至今，其希望能

深耕金融基礎教育，並針對不同族群及不同議題(如洗錢防制與高齡金融商品等主題)加強宣導6。

同樣地，如果內政部(以及協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能夠在這個計畫上相互合作，將儲蓄互

助社也納入計劃的重點內容，全面性地讓社會大眾(如企業負責人、學生、一般民眾、女性、銀

髮族、原住民、新住民等族群)更為了解儲蓄互助社的普惠金融功能，提升他們參與儲蓄互助社

的意願，建立良好理財習慣(包括善用儲蓄互助社的儲蓄與借款等金融服務)，讓社會大眾未來

更能夠遠離對高利貸與地下錢莊的傷害。 

四、 建構我國儲蓄互助社經驗分享平台以自我提升並共存共榮  

對於儲蓄互助社本身而言，仍然應該自我檢視：本社的滲透率偏低是否純粹導因於儲蓄互助社

所在區域的商業銀行密度過高？如果不是，該如何提升滲透率？一個可行的做法是參考其他地

區客觀條件類似但滲透率比本社高的儲蓄互助社的做法，亦即學習其它儲蓄互助社獨特創新的

經營策略與成功經驗。因此，我們應該建構一個學習平台，能夠讓我國各地滲透率較高的儲蓄

互助社將他們的經營策略與成功經驗，有效地分享給其他儲蓄互助社，讓大家能夠一起成長。

如果本社的經營確實有不足之處，就虛心學習他社的優點；同時，如果本社的經營有獨到之處，

也不吝與他社分享。因為關懷地區社會是第七項合作原則，所以合作社原本就具足避免排他性

的性格，不會只關心本社社員的利益。因此，不管是本社或他社的社員，只要他們的生活可以

改善、福利可以增進，社區可以發展，都是值得推動的事。 

  

                                                   
6請參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知識宣導專區」：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580&parentpath=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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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何我國儲蓄互助社的貸放比逐年下滑？ 

首先，「放款佔總資產的比重」是用來衡量社員是否獲得足夠的信用放款服務的程度。根

據世界儲蓄互助社議事會 (World Council of Credit Unions; WOCCU) 發展的珍珠監控系統 

(PEARLS monitoring system) 所定義的有效財務結構 (Effective Financial Structure) 指標

共有九項，其中第一項指標 (E1) 為「淨放款佔總資產的比重」，並希望儲蓄互助社的 E1 能夠

維持在 70%－80%的區間。此區間的目的是希望儲蓄互助社的放款不要太低 (不要低於 70%)，

否則社員將較不能獲得足夠的信用放款服務，儲蓄互助社也較無法獲得足夠的放款利息收入以

因應永續經營的要求；同時此區間也希望儲蓄互助社的放款不要太高 (不要高於 80%)，否則可

能因過度放款導致儲蓄互助社的流動性不足。7  

表三、我國儲蓄互助社 2016 年 
貸放比之敘述統計量 

 若根據 WOCCU 之 2016 年全球儲蓄互助社之統計

資料顯示，整體貸放比為 76.4%。相對而言，我國儲

蓄互助社 2016 年的貸放比之平均值則為相對偏低的

41.10%，如表三所示。其次，我們從圖一可以看出，

我國四種金融機構的放款餘額大致上是呈現持平或上

升的情況，特別是商業銀行的成長趨勢最明顯；相對

而言，我國儲蓄互助社的放款餘額從民國 87 年之

後，就開始逐年下滑 (請見圖二)，但是股金餘額卻逐

年上升，這也最終導致我國儲蓄互助社 2016 年的貸

放比相對偏低的結果。分別說明如下： 

貸放比  

平均數 41.10%  
標準誤 0.01  
中間值 37.53%  
標準差 0.22  
峰度 -0.42  
偏態 0.61  
最小值 5.77%  
最大值 103.61%  

個數 324 
 

首先，當我國四種金融機構的放款餘額呈現持平或上升的趨勢時，為何我國儲蓄互助社的

放款餘額從民國 87 年之後，卻呈現逐年下滑的趨勢呢？可能的原因包括： 

1. 新銀行設立帶來的競爭壓力逐年遞增： 

由於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期，為了因應金融自由化及國際化，我國政府也開始推動金

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等相關金融政策，包括：外商銀行來台設立分行條件之放寬、保險及證

                                                   
7珍珠監控系統 (PEARLS monitoring system) 係由 1980 年代晚期由 WOCCU 與儲蓄互助社合作建構的儲

蓄互助社財務績效監控系統，並不斷進行修正。其類似於商業銀行所採用的 CAMELS 監控系統，但是財務績效
衡量的涵蓋面較廣。PEARLS 分別是(P)rotection, (E)ffective Financial Structure, (A)sset Quality, (R)ates 
of Return and Costs, (L)iquidity 與(S)igns of Growth，目的是提供主管機關藉由該系統來監督儲蓄互助社的財
務狀況，儲蓄互助社理事會也可藉由該系統來檢視經營階層的績效，經營階層也可以透過此系統來自我檢視。如果
儲蓄互助社能夠滿足該系統的要求，社員對於將資金儲蓄於儲蓄互助社也會更有信心。特別是此系統還可以用來對
一個國家 (甚至不同國家) 的儲蓄互助社進行財務績效評比與比較。目前該系統共有 44 個可量化的財務指標，指
標間也有關連。請參閱 WOCCU 對於此監控系統之說明：http://www.woccu.org/bestpractices/pea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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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公司來臺設立的開放、鼓勵我國銀行至國外設立分支機構、利率與匯率自由化、放寬銀

行業務之經營範圍及外匯管制等。其中，開放新銀行設立也為金融自由化的具體作法之一，

1991 年 6 月 26 日，財政部共計核准 15 家新銀行設立8。由於新銀行開放後，每年每家銀

行可以設立至少 5 家分行，相對而言，信用合作社與儲蓄互助社的業務區域、業務項目與

分社增設，都受到比較大的限制。因此，新銀行開放帶給信用合作社與儲蓄互助社的競爭

壓力當然也就逐年遞增。我們從圖二可以看出，我國儲蓄互助社的放款餘額雖然是從民國

87 年起開始逐年下滑，但其實從民國 84 年起，放款餘額的成長就開始停滯了，這也顯現

出新銀行帶給儲蓄互助社的競爭壓力那時已經開始發酵。 

 
(A) 商業銀行 

 
(B) 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 

 
(C) 信用合作社 

 
(D) 農漁會信用部 

圖一、我國金融機構國內總分行存款與放款結餘成長趨勢圖 (1987年～2017年)9 (單位：億元) 

                                                   
8這 15 家新銀行包括包括大安銀行、萬泰銀 行、遠東銀行、大眾銀行、亞太銀行、中興銀行、萬通銀行、玉山

銀行、聯邦銀行、華信 銀行、寶島銀行、富邦銀行、中華銀行、泛亞銀行及台新銀行等。此部份內容係參考陳木
在(1991)，新銀行之開放設立，《中華民國八十年度財政年報》，臺北:中華民國財政部，財政部稅制委員會。  
9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data.nat.gov.tw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6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20 -



2. 利差縮小、資金氾濫與經濟不景氣 

首先，我國利差約自民國 80 年起逐年縮小，導致商業銀行的信用貸款利率降低，從而降

低了社會大眾向儲蓄互助社借款的誘因。其次，由於經濟不景氣，民間投資傾向保守導致

游資增加，社員自然減少向儲蓄互助社借款並逆向增加股金，儲蓄互助社的授信政策也因

為經濟不景氣而傾向保守；但此同時，商業銀行為了競爭而可能採行較為寬鬆的授信，而

更進一步導致儲蓄互助社放款餘額的減少。 

 
圖二、我國儲蓄互助社股金與放款結餘成長趨勢圖 (1982年～2017年)10 (單位：元) 

3. 儲蓄互助社社員結構傾向高齡化 

由於老年人口的借款需求較低，中年人口或年輕人口的借款需求較高，而且年輕族群通常

對於金融服務(如信用貸款)會傾向要求快速便利。如果儲蓄互助社無法有效地吸收年輕社員

的話，逐年高齡化的社員結構自然會導致儲蓄互助社放款餘額減少。  

其次，我國儲蓄互助社的股金餘額逐年提升的原因，除了由於經濟不景氣，社員自然減少

向儲蓄互助社借款並逆向增加股金之外，儲蓄互助社提供優於商業銀行(或郵局)定期存款利率

的股息發放率，當然也就吸引社員持續的儲蓄，而導致儲蓄互助社的股金餘額逐年提升。 

                                                   
10本文作者感謝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之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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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國儲蓄互助社貸放比低是否代表沒有發揮普惠金融的功能？ 

根據上述第五點的說明，我國儲蓄互助社 2016 年的貸放比 41.10%相對偏低，是否代表著

社員將較不能獲得足夠的信用放款服務，而沒有發揮普惠金融的功能？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

以分幾個層面來討論。 

首先，如果儲蓄互助社貸放比 41.10%相對偏低，完全是導因於上述第五點所說明的經濟不

景氣，那可能就是非戰之罪。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將儲蓄互助社社員分成經濟弱勢的社員(有

較高的信用貸款需求)與經濟寬裕的社員(有較低的信用貸款需求)兩群，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斷：

經濟弱勢的社員群的貸放比應該會高於經濟寬裕的社員群的貸放比。如果前者比較高，代表儲

蓄互助社仍有發揮一定的普惠金融的功能；但如果後者比較高，那儲蓄互助社可能就要檢討自

己是否沒有充分發揮普惠金融的功能。 

其次，我們從表三可以發現，我國儲蓄互助社 2016 年各社的貸放比最大值為 103.61%，

最小值為 5.77%。這代表確實有些儲蓄互助社可能有特別與優質的經營策略，讓該社的貸放比

高而且又能維持健全的財務狀況。我們之前從圖二看出我國儲蓄互助社的整體放款餘額自從民

國 87 年起就呈現逐年下滑的趨勢，但我們從圖三可以發現，台南新樓儲蓄互助社、花蓮門諾

儲蓄互助社、台中水湳儲蓄互助社卻都能維持穩定增加的放款餘額，從而能維持較高的貸放比

高(而且同時能維持健全的財務狀況，有著低的逾期放款比率)。 

這就呼應到本文第四點所提到的：我們應該建構一個學習平台，能夠讓我國各地貸放比高

(而且同時能維持健全的財務狀況)的儲蓄互助社將他們的經營策略與成功經驗，有效地分享給

其他儲蓄互助社，讓大家能夠一起成長。至於可行的經營策略可能可以包括： 

(1) 透過期末較高的利息攤還率吸引社員向儲蓄互助社借款，譬如台南新樓儲蓄互助社與台中

水湳儲蓄互助社都有著較高的利息攤還率；或是直接透過期初較低的放款利率(從而有較低

的利息攤還率)來吸引社員向儲蓄互助社借款，譬如花蓮門諾儲蓄互助社； 

(2) 用心地透過多樣化、有創意與符合社員需求的信用貸款或抵押貸款的方案來吸引社員向儲

蓄互助社借款； 

(3) 深入了解社員的理財狀況與需求，譬如我們可能可以因此發現有些社員擁有商業銀行長期

抵押貸款，期限較短且利率較高，從而我們可以提供這些社員期限較長且利率較低的長期

抵押貸款，以取代商業銀行長期抵押貸款，如此可以降低社員的財務負擔，又可以讓儲蓄

互助社提升貸放比並獲得長期穩定的利息收入； 

(4) 增加抵押貸款相對於信用貸款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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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南新樓儲蓄互助社  

 
 

(A) 股金與放款結餘  (B) 股息率與利息攤還率 
 

(2) 花蓮門諾儲蓄互助社 

  
(A) 股金與放款結餘  (B) 股息率與利息攤還率 

 

(3) 台中水湳儲蓄互助社 

 
(A) 股金與放款結餘  (B) 股息率與利息攤還率 

圖三、我國三家儲蓄互助社股金與放款結餘成長趨勢圖 (1999年～2017年)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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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了本文第四點所提到的將儲蓄互助社納入「金融知識普及工作」計畫之外，主管機關(金

管會、內政部與協會)必須協調溝通以透過政策的放寬，提高儲蓄互助社金融業務的多樣性

與彈性，讓儲蓄互助社可以吸引到年輕社員的加入，如此將是提升貸放比的根本作法之一，

也能讓年輕族群於未來不致受到高利貸與地下錢莊的傷害。當然協會對於我國儲蓄互助社

之正面經濟與社會功能，還要做更有效的廣宣才行。 

(6) 續上點，其實透過主管機關的協調溝通，我們其實還可以建構跨類別金融機構(如商業銀行、

信用合作社與儲蓄互助社)的經營策略分享。根據金管會銀行局 107 年 3 月份之「銀行業

務資訊揭露」顯示，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的貸放比高達 68.71%，而其逾期放款比率則為

0.00%(因為逾期放款接近零)，備抵呆帳覆蓋率更高達 1,539,663.57%，尤其在相對資產規

模較商業銀行小的情況下，其稅前盈餘比許多商業銀行都還要高。因此，花蓮第二信用合

作社若能對儲蓄互助社進行經營策略分享，將是合作金融組織之間很好的學習機會。 

(7) 在提升貸放比的同時，還是必須注意放款的品質。譬如要確實了解社員借款的理由與用途，

站在社員的立場幫他們解決問題，確實評估社員的還款能力，真誠關懷社員及其家人，進

一步掌握它周邊的親朋好友，都有助於日後貸款的回收11。 

七、金融科技與普惠金融對於我國儲蓄互助社是否有政策意涵？ 

根據 Findex 調查結果顯示12，透過電信商所架構之行動貨幣(mobile money)系統的普及，

讓沒有金融機構帳戶的人，也能運用手機使用金融服務(如存款、貸款、匯款、繳稅、支付、儲

值、發放薪資等等)，使得全世界沒有正式帳號的人口數從 2011 年的 25 億降至 2014 年的  

20 億， 再降至 2017 年的 17 億。這意味著我們可以透過金融科技來促進普惠金融。但是如果

這些人實際上沒有使用這些帳號，那對於他們就沒有任何幫助。或是即使他們使用了這些帳號，

我們又要如何得知對於這些經濟弱勢人們的生活產生了什麼實質影響？在哪個情況下我們可以

宣告我們成功了？您覺得在我國也可以透過這樣的金融科技，來促進普惠金融或我國儲蓄互助

社的發展嗎？ 

                                                   
11感謝花蓮門諾儲蓄互助社提供的寶貴建議。但本文若有任何錯誤疏漏之處，責任仍由作者自負。 
12全球 Findex 資料庫(Global Findex database)是目前全世界針對成年人口如何儲蓄、借款、支付與管理風險

的完整資料庫。其創辦係由於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的資金挹注，自 2011 年起每三年會出具更新
的資料庫。該資料庫也與蓋洛普公司(Gallup, Inc.)合作，透過對 140 個經濟體與 150,000 成人發放問卷。2017
年的調查結果包括了各經濟體成年人口取得(access)與使用(use)正式與非正式金融服務程度的多樣化指標，也新增
對於人們使用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的調查結果，包括使用手機與網路來進行金融交易的程度。
請參考：https://globalfindex.worldbank.org；建議也參考這個 TED 影片以了解如何透過手機促進普惠金融：
https://www.ted.com/talks/shivani_siroya_a_smart_loan_for_people_with_no_credit_history_yet/
transcript。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6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24 -



Suri and Jack (2016) 研究發現肯亞地區可以透過行動貨幣(而不倚賴現金)的服務讓人們

脫離貧窮，並刊登於國際頂尖期刊 Science。作者指出 M-Pesa 是肯亞當地最受歡迎的行動貨

幣服務提供商，其創始於 2007 年，目前擁有 2 千 500 萬的用戶數，全肯亞分佈著 12 萬個

代理商，負責提供行動貨幣之服務。M-Pesa 除了提供便利之外，其還能讓用戶對於流動性衝

擊(譬如農作物收成不佳、天災、生病)更有應變力，因為他們可以透過 M-Pesa 更快地取得所

需要的應急資金，讓跨時消費不致時高時低，提升肯亞當地的跨時消費之配置效率；其次，M-

Pesa 讓 185,000 位女性可以掌握自己的錢而有了自我掌控感(sense of agency)，因此轉換職

業：從農業轉為微型商業，而提升了肯亞當地勞動之配置效率。由於行動貨幣服務提升肯亞當

地的跨時消費與勞動之配置效率，而產生脫貧的正面效果：該服務使得肯亞家計部門的消費與

儲蓄增加，讓 2%(約 194,000 人)脫離極端的貧窮(每人每天生活費少於 1.25 美金)。作者也

提及，直至 2015 年，共有 270 個行動貨幣服務的提供商，橫跨 93 個國家，共有 4 億 1 千

1 百萬個帳戶。而肯亞的結果已經顯示行動貨幣服務不只提供便利，還對人們的生活有正面的

影響，從而值得讓世界各地政府考量是否在自己國家也推動這樣的行動貨幣服務。13  

這對於我們臺灣的儲蓄互助社也很有政策意涵，亦即透過這樣的金融科技，來促進普惠金

融或我國儲蓄互助社的發展。首先，行動貨幣服務可以提升社員的跨時、跨區消費與勞動之配

置之效率，只要儲蓄互助社保有與社員間的共同關係，並維持原有的放款嚴謹之審核政策，就

不會因為行動貨幣服務而提升儲蓄互助社的信用風險，還能讓社員多得到行動貨幣服務的便利

性與財富提升的效果；其次，我們可以透過行動貨幣服務的便利性，來吸引所謂的「智慧型手

機世代」，除了能讓年輕社員的人數增加之外，還能提升手機的正面功能；第三，如果儲蓄互

助社的資源不夠(特別是那些小型與偏鄉地區的儲蓄互助社)，可以由協會這邊進行資源整合，

統籌提供各社相關的軟硬體資源來推動行動貨幣服務；第四，如果協會資源有限，可以透過與

我國金融機構(如信用合作社或是金融控股公司)進行策略聯盟的方式，讓他們提供相關資源挹

注，讓儲蓄互助社社員能有效使用行動貨幣服務，這也幫助我國金融機構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因為普惠金融也是金融機構之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作法 (而不是只是慈善捐贈)。當然上述的做

法，都需要主管機關 (如內政部、金管會與協會) 的協調溝通與政策支持。 

八、結論 

本文分析我國儲蓄互助社的滲透率與貸放比兩者均比較偏低，是否代表我國的普惠金融 (以

及降低高利貸與地下錢莊的社會問題) 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認為我國儲蓄互助社還是發揮

                                                   
13也請參考 Study: Mobile-money services lift Kenyans out of poverty (MIT News Office, 2016.12.08)：
http://news.mit.edu/2016/mobile-money-kenyans-out-poverty-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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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普惠金融的社會功能，但是仍然需要透過各種方式來改善缺點與分享優點，讓我國儲蓄互助

社一起進步，才能讓社會大眾享有更多普惠金融的好處，有效地降低人們於未來遭受高利貸與

地下錢莊的傷害。我們可以建構學習共享平台，學習國內的經營優質的儲蓄互助社與信用合作

社之經驗，以及參考國外普惠金融之發展經驗，了解如何提升合作金融組織的滲透率及貸放比，

並同時維持良好的信用風險管理，以達成普惠金融的目標。主管機關 (如內政部、金管會與協會) 

也要扮演協調溝通與政策支持的角色，將儲蓄互助社納入「金融知識普及工作」計畫之外，也

可建構跨類別金融機構的經營策略分享，並透過政策的放寬，提高儲蓄互助社金融業務的多樣

性與彈性，讓儲蓄互助社可以吸引到年輕社員的加入，如此將是提升貸放比的根本作法之一，

也能讓年輕族群於未來不致受到高利貸與地下錢莊的傷害。儲蓄互助社也可以開始構思如何透

過金融科技或行動貨幣服務，並配合與主管機關與各類型金融機構的合作，讓多方共贏並促進

我國普惠金融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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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建雄教授 
 

剛剛聽完池院長的報告，心裡還在想著那個普惠金融事情，那突然間

我們就又要進入到下一場。對，我們今天安排應該是非常的充實和緊湊，

那首先呢，就是我們這一個場次呢，主題是「新興型態合作社之發展芻議

—以綠色再生能源為例」，那藉由這裡呢，我也來介紹與會的發表人和與談

人，那我本人是金融系—蔡建雄，那我們今天的論文發表人，是金融系—

方珍玲教授，她同時也是我們合作事業協會的秘書長。那另外一位也是我

們金融系的同仁—陳淑玲教授。我們今天有兩位與談人，首先是臺大農經

系—劉鋼教授，還有我們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黃淑德女士。那我

們接下來就分別從發表、然後與談和討論來進行，那我們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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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型態合作社之發展芻議─以綠色再生能源為例 

 

方珍玲1、陳淑玲2 

 

壹、 新興型態合作社之定義 

有別於資本主義，合作社企業是另外一種經濟模式，其出發點在於提供

一種更好的合作經營方式，並為全球經濟帶來更有效的平衡。合作社透過助

人自助促進賦權，也因民主、平等、公平及團結等理念持續生存，以上理念

是全世界合作社的共同核心價值，不論國家貧富、區域遠近、規模大小，只

要是有合作社組織存在，均認同且實踐共同之理念，此種永續且能接受考驗

的價值觀，近百年來對全球的經濟發展產生長遠之影響性，不僅在全球化的

過程中持續繁榮，也因深耕在地而不斷茁壯。 

合作社對於營造永續性與具適應力的社會，已有將近 200 年的經驗。以

合作金融而言，信用合作社、儲蓄互助社及合作銀行等在全球的信用評級保

持良好，以普惠金融（Financial Inclusion）之方式強化偏遠及基層社區金融

網絡體系，協助數千萬以上的窮人貸款；農業合作社則協助小農生產者拓展

通路，獲取農耕技術，從而增強市場競爭力及生產力；消費合作社則協助消

費者以更合理、更負責任之方式消費財貨及勞務，珍惜環境資源；公用事業

合作社則從事於開發及儲存乾淨的各種能源，強化能源之永續及再利用；住

宅合作社則在房價高漲的時代中，協助民眾獲得居住正義及確保居住品質與

安全；在公共福利下降或嚴重不足的情況下，社會合作社可提供重要的生活

及就業安全網；勞動合作社則提供社員在不同類型產業下獲得更有效率的工

作權，創造就業機會等。以上各種合作社均由社員擁有和經營，堅定致力於

為所服務群體及在不同產業間作出貢獻。 

                                                            
1  方珍玲，現職國立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教授，兼任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秘書長， 
 Email: faling@mail.ntpu.edu.tw，TEL: +886-2-86741111 #66856，FAX: +886-2-86715905。 

2  陳淑玲，現職國立臺北大學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副教授，兼任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mail: shuling@mail.ntpu.edu.tw，TEL: +886-2-86741111 #67722，FAX: +886-2-8671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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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由於社會環境及氣候變遷所引發之社會問題已經對全球造成強

烈的影響，首先即影響全球公民的生產及消費質量。然而，地球資源是有限

的，當全球已逼近70億人口，且未來可能還會持續增加的情況下，新經濟型

態不是僅在於增加社會財富而已，必須使環境資源能夠保持盈泰及永續，使

生活在此環境中之公民及其後代子孫都能持續利用良好品質的財貨與勞務，

所以永續消費及生產的理念應該從最基礎的社區開始實行。而合作社強調的

在地化的經濟活動及社區關懷原則，一直都重視與社區結合、共同分享及團

結合作的理念，同時支持社員及社區居民的共同生產及消費，提升社區的自

立及繁榮。甚且合作社從90年代初期就關心地球資源之不足，開始設立各種

能源相關之新興型態（new mode）合作社，表現出對環境及社區資源永續利

用的重視。 

舉例而言，作為歐盟成員的荷蘭，在狹小的國土面積上創造發達的集約

型農業，但也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在所有的歐盟成員國中，荷蘭也許是集

約化農業與環境之間衝突最明顯的國家。荷蘭的東部和南部的一些地區好像

一個巨大的汙水處理廠。為此，荷蘭在歐盟政策框架下，從 20 世紀 80 年代

起逐步加強對農村環境保護的工作力度，制定許多相關的加強農村環境保護

的政策，除以上所提之能源再生合作社之外，政府也支持農場主建立環境合

作社（Environmental co-operatives），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取得不錯

的成績。荷蘭最早的環境合作社建立於 1991年，至 1999年已經發展到 81個

（中國農村研究報告，2008），至目前約有 100 個以上，主要集中在西部的

北荷蘭地區，是具有高度價值的鄉村地區。此類組織之功能與運作與台灣

「農村再生條例」第 9 條中之為執行農村振興或環境維護改造之社區組織非

常類似（廖義銘，2012）。而荷蘭農業環境合作社是當時荷蘭國內面臨著巨

大環境壓力背景，在歐盟環境保護政策的框架內，農場主們有的是維護小農

場的生存，有的是出於保護環境的目的，有的出於虔誠的基督徒奉主之命來

管理自然的信仰，所組織起來的合作社，從鄉村可持續發展的角度出發，為

取得某種自治權以增加農業經濟發展活動而產生的，合作社為遏止施加在農

場上的環境壓力，因此以自然資源及景觀管理為核心活動內容（Wiskerke, 

Bock, Stuiver & Renting, 2003），辦理農業旅遊、保護水資源、道路及鋪面維

護，以帶動社區發展（中國農村研究報告，2008），合作社推出自己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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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行動方案，協助農場主在法律限制下進行自我調控。農場主的收入除了農

業經營及活動以外，約有 10％的收入來自於歐盟和荷蘭中央政府給予的自然

管理專案補貼。農場主們透過合作社提供的培訓、觀摩、討論、參與管理及

與政府協商等活動，增強其自身的人力資本存量，擴大社會網路，強化合作

與信任，增強所在地區的社會資本存量（中國合作經濟，2017）。 

其他原來已有悠久歷史之合作社仍持續擴大其經營服務規模，永續生產

及經營，提供給消費者良好之產品，如：丹麥的 Danish Crown 已經是全球性

的食品集團，全國有 96.3%的猪隻屠宰及其加工產品由其完成（Danish 

Crown, 2017）；英國最大的英國合作社集團（The Co-operative Group），服

務領域包山包海，積極強調社會責任，且推動責任零售制度與公平貿易已有

18 年的歷史，其生產鏈下的小農都屬於民主形式運作合作社的社員。合作社

集團旗下的連鎖超市，消費者只要付 1 英鎊就可入股，依消費交易獲得一定

紅利，而合作社也能利用公積金的回饋投入改善農民生活、環境保護等各類

議題的活動（社企聚落，2016）；其他如北歐各國、英國等國家的消費合作

社關懷開發中國家，兼顧綠色環境保護，結合咖啡合作社、生產者合作社，

以公平貿易維護中南美洲和非洲的棉花、咖啡、可可亞的農民家庭所得，讓

孩童獲得教育機會而脫離貧窮與失業困境，自助地解決社區淨水、學校、道

路不足之公共問題等，都是永續生產與消費的例子。 

目前在美國農部所推行的低投入永續農業（Low Inpu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或 LISA）計劃推動下有機農場已有三萬多個並持續在增加中。就

美國的林業發展過程而言，基本上和台灣略同，經歷早期大量的木材資源開

採、生態環境保育觀念興起，而後結合森林生態學理論及知識，達到森林資

源永續性的經營，其中奧勒岡林業合作社（ The Oregon Woodland 

Cooperative）利用林木枝葉生產精油，形成運作良好的模式，該合作社約有

70 位會員，林地面積超過一萬公頃（25,000 英畝），生產販售產品包括薪

材、花卉、蕈菇及 6 種針葉樹之森林精油等，合作社將採集到的針葉運送至

波特蘭的精油公司，以 Canopy為品牌在網路上販售，每瓶 15ml 售價美金 15

元，價格相較其他品牌相同商品便宜，商品訴求天然香氛帶你到奧勒崗森林

（Natural aromas to transport you to the forests of Oregon）受到消費者喜愛。除

此之外，目前亦嘗試規劃生態旅遊行程（葉若鋆，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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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牧業方面，由小奶農組成卡博乳製品合作社（Cabot Creamery Co-

operative），目前有 4所大型乳製品廠，由超過 1,200位奶農共同營運，其中

有 40%來自當地低收入社區。2016 年卡博乳製品廠製造出 35 億磅的牛奶，

也發售不同的乳製品，包括牛油、乳酪、起司及醬料等，銷售額超過10億美

元，並與所有奶農、社區和消費者分享成果。在乳製品市場，奶農就是農產

品生產鏈的始端，但幾乎沒有任何的權利，部分被壓榨的奶農只好以偷工減

料或使用廉價替代品等方式增加收入。但卡博以「奶農共生」的產業模式，

把合作社的營利狀況與奶農的自身利益緊密相連，務求保障奶農利益和乳製

品業的發展，建立一套完整的利益保障架構，使奶農、行業協會、分銷商等

共同參與乳製品業的生產、加工、銷售和經營等不同商業，令奶農不再只是

生產鏈條最末端的一環和市場最弱小的一方。卡博乳製品合作社在經營上為

當地乳製品業帶來良好榜樣，於 2012年成為美國首間乳製品合作社的共益企

業；又招募社員、社區居民等擔任義工，普及行善文化；在環境方面，卡博

致力把可持續發展的理念結合於營運中，推動資源創新，以達到零廢棄物之

目標，此項目更獲得美國2016年度乳製品業可持續發展大獎，展示出公司肩

負起對永續發展的責任（仁人學社，2018）。 

另外，也有著重於理念倡議及教育訓練的組織，對合作社的永續經營也

是很有幫助。以成立於 1967 年加拿大的安大略合作社協會（The Ontario Co-

operative Association）而言，其目標就是推動合作事業以健全經濟和社會的

永續發展。在作法上是建立一個區域性的合作事業平台，提供各式教育訓

練、資訊連結，並協助安大略省內的 1,300 個合作社事業發展。他們在合作

社的組織方案和活動中，採用「合作社參與」、「教育與發展」、「政府關

係」三大主軸。相關認證由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的商管學院核發

（The Ontario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2018）。在平台的運作上，協會辦理

各種不同之活動及創造組織與政府間交流對話的機會，對合作社組織的人力

資源培訓產生很重要的影響。 

再就亞太地區最大的國家中國而言，其幅員遼闊且人口浩繁，在資源利

用與保護上，如何能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這不僅是中國政府及人民要

頭痛的事情，也關乎全世界生態環境的穩定平衡，但目前中國的合作社類別

大都屬於農業生產、農業供銷、農村信用及工業方面之類型，新興型態者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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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歐美來得多。中國農業屬於小農體制，擁有數十萬個合作社從事各種農業

產銷活動，但發展上遭遇到許多瓶頸有待解決，許多合作社大都未具有辦理

信用、保險等業務功能，且在缺乏信用保證基金等輔導農業發展機制的情況

下，合作社必需獨自面對市場的激烈競爭，致使其經營風險大增，因此有關

當局也開始思考著手研擬修法相關事宜。以目前最大型的合作組織如成立於

1954 年的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All China Federation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ACFSMC）而言，是中國供銷合作社的最高組織，也

是中國最大的合作組織，2017 年總數已超過 3 萬家，5 年來鄉鎮覆蓋率從

2012年的 56%提高到目前的 95%。目前縣及縣以下的銷售和利潤占整個體系

的比重分別提升到 74%和 64%，改變供銷合作社多年以來愈往上愈強、愈往

下愈弱的局面（簡承淵，2018）。此合作組織主要目的在於確保農用品供

應、農產品流通、農業經營管理推動及農村市場擴展等，2018 年重要目標為

積極推廣“村社共建”合作模式，共建產業和服務專案，完善利益共用機制，

在富民強村、鄉村治理等方面要發揮積極作用。目前還成立許多專業國際貿

易公司，與世界各地合作社進行合作，在永續消費及生產、農業與鄉村社區

及社會環境等面向上之連結關係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韓國於 1997 年創立 iCOOP Korea，此為韓國最大的消費者合作社之一，

也是全球最成功的合作社之一，由多家小型合作社整合而成龐大合作社聯

盟，至今已擁有近30萬會員和兩個大型生產基地，自設農場、食品加工場、

物流中心和食品檢測中心，聯盟連結 3,000位生產者，生產近 2,000種公平健

康食品。其生產模式強調以人為本的運作理念，消費者同時為部分生產者，

生產過程不破壞自然環境，確保食物安全、保護農業與環境。由生產、銷售

到消費，著重的是人與人之間的連繫和協作，為韓國人民提供更好的食物和

生活品質，同時實踐消費及生產之永續。 

 

貳、 綠色再生能源之發展背景、類型與範疇 

全球的永續發展是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類應該共同努力的目標。當

1970 年代環境惡化問題逐漸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之後，各國熱心人士為追求

人類社會的永續發展到處倡議及奔走。1992 年聯合國於巴西里約熱內盧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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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和發展之地球高峰會，發表《里約環境與發展宣言》（ Rio 

Declaration），又稱為《地球憲章》（Earth Charter），並通過《21 世紀議

程》（Agenda 21）行動計畫，以期減少對地球環境的威脅及破壞。「里約

宣言」的第 8 項原則提出：「為實現永續發展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質量，各

國應減少及消除不能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及倡導適當的人口政策。」由以

上可知，透過減少不能永續之「消費」及「生產」，可減少及降低對環境之

破壞。至 1999 年，聯合國再將 1985 年所訂定的《消費者保護指導綱領》內

容擴展延伸到「永續消費」的層面（廖世機，2008），這樣的做法正式將

「永續發展」與「消費」連繫在一起。自此「永續消費」成為世界各國推動

消費者保護重要新工作之一（UNEP，2004）。 

當聯合國將 2012 年訂定為「國際合作社年」（International Year of 

Cooperatives, IYC）的同時，ICA 於年會中也適時提出「未來十年合作社藍

圖」（Blueprint for a Cooperative Decade），過程中包括「社員參與、永續發

展、本質認同、法律架構、充分資金」等五項策略，其中「永續發展」即呼

應聯合國之前所倡議永續消費與發展的理念，因此2012年也被視為是合作運

動的轉捩點。今年（2018）國際合作社聯盟（ICA）年會主題也以「財貨與

勞務的永續消費及生產」（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為主題，再次強調「永續發展」的概念，與聯合國提出永續目標相

吻合。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情勢下，走低碳經濟之路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識，國

際組織綠色和平每年都出版能源年報《能源革命》， 2015 年的報告中亦提

出 2050 年全球應達到 100% 使用再生能源。在此情形下，公用事業合作社戮

力從事乾淨電力之宣導與開發，強化能源之永續及再利用，並對偏鄉地區提

供能源和乾淨飲用水，保障人民的生活品質。舉例而言，在過去的 20 年

裡，許多國家及社區透過公民參與，由民眾共同集資、持有、分配和供應自

己的能源需求，提高民眾對再生能源議題的關心，為再生能源發展找到新的

契機。由於民眾單一力量有限，對能源設備的資本、管理難以專業經營，再

加上個人組織分散、缺乏談判籌碼、併入電網不易，所以許多國家的公民參

與式的再生能源發展多透過合作社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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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之發起人不僅是民眾和非政府組織，也有可能是農民、以營利為

目的的開發商、金融機構、地方政府及地區型的能源公司等，只要能在地生

根，組成份子可以很多元。從德國經驗來看，公民發電成功的關鍵是「能源

與財務管理的專業」。能源合作社向民眾募資，成立合作社後營運時間可長

達20年，從合作社成立、經營（集資、財務、行政管理）到能源的開發與管

理（選址、氣象預測、監控、保養、維修、天災風險的控管）等，期間都需

要專業財務管理。由於德國的銀行利息目前很低，投資能源合作社得到的回

報比定存好，售電每年能提供 5%的利潤甚至更多，但最近幾年因收購價降

低，利潤有稍微下滑。成功的案例很多，但倒閉也時有所聞。目前常見的公

民參與式的再生能源包含了風力發電、太陽能發電和小型生物發電站等。 

 

參、 國外綠色再生能源組織及團體之案例 

有關國際間綠色再生能源組織近年來在各大洲之間與永續發展之重要相

關訊息及活動簡述如下： 

一、 歐盟地區 

西歐作為最早工業化的地區，深受環境污染之害。在歐盟成立後，環境

問題的重要性不斷加強。為因應環境永續之重要議題，歐洲地區國家有許多

合作社均朝向資源永續的內容發展。丹麥煤炭等資源相對貧乏，但它充分利

用其得天獨厚的地理位置和資源優勢大力發展風力發電，使得丹麥在風電方

面有不錯之發展（王永昌，2017）。一開始在風能產業發展初期，丹麥開放

社區居民投資各種相關再生能源，社區居民便支援興建風機，丹麥公民可以

集資購買風機，籌組合作社來經營小風場，合作社考慮到一般人缺乏相關知

識，讓專業的能源公司（如：Dong Energy）指導建造事宜，又可取得強勁

的財務支援。早在1980年代晚期，政府實施固定費率制度，因此私人與合作

社擁有風機的比例很高，他們的需求讓業者早早便擁有穩定市場，日後茁壯

的 Vestas 與 Bonus（現為西門子）公司皆源於此。丹麥公民參與入股的風機

比例在 70%至 80%之間，股份以千度電來計算，人們通常會買五股，剛好抵

消家戶每年的電消費量，這些折抵可依比例減稅。但在2003年以後，新政府

修改原有制度，業主能拿到電收入很微薄，財務風險又高，以致於2003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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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間完全沒有新合作社成立。直到 2009 年，新法案（Promo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讓業主收入增加，市場氣象逐漸恢復（洪鬱

婷，2016）。 

歐洲還有許多新興的再生能源合作社，為了讓民眾有熱誠參與，所採取

的方法就是邀請居民一起參與，共同集資，讓民眾從抗拒及質疑的態度轉變

為關心自己的投資。舉例而言，1991 年成立於比利時的 REScoop，目前整合

成「歐洲再生能源合作社聯盟」REScoop 讓一般市民容易找到他願意入股支

持的再生能源合作社（黃淑德，2016）。荷蘭是屬於高度依賴化石燃料的國

家，但依賴的是較為乾淨的天然氣，一開始對再生能源的開發不是很積極，

在歐盟中屬於後段班，但後來也逐漸有再生能源合作社之設立，荷蘭的再生

能源躉購費率為風能高於生質能，又高於離岸式風力，最後才是太陽能，可

見政府對於風能之發電給予較多之支持。其中風鳥（Windvogel）再生能源

合作社即是採用鼓勵社區民眾投資方式，讓有意願參與者以50歐元（約新台

幣 2,000 元）入股。風鳥原有 4 架風機在運作，另外 2 架因使用壽命已過而

沒有運作（吳心萍，2016）。 

德國能源合作社是發端於農業、銀行等領域的合作社制度，在能源領域

的又一應用。德國推動再生能源最大力量事來自合作社與公民，在2012年有

高達 46%的再生能源裝置容量是由 1000 家合作社、個人和農夫所擁有，僅

有 5%來自於德國四大能源公司，現在德國的公民發電比例更高達一半以

上。社區居民除了共同出資成立發電設施，出售多餘電力創造利潤，更首創

20 年綠電保證收購價格的「饋網電價」制度（Feed-in Tariff），要求電網業

者收購綠電，讓社區居民願意更加積極投入社區的綠電計畫（黃淑德，

2016）。以佛萊堡的太陽能公民合作社 Solar-Bürger-Genossenschaft eG

（solargeno）為例，此合作社由社區居民和地方團體共同推動，以每股 100

歐元為投資門檻，社員共同經營太陽能發電與汽電共生，並共同決定獲利分

配使用。目前社員約 170 位，80%的資金來自銀行融資。另一個德國成功案

例是霍格尼賽能源供應合作社，為了解決昂貴的發電成本與供熱需求的問

題，由當地農民集結社區居民組成合作社，透過每週例會，共同學習參與再

生能源生產運動，瞭解能源使用、財務成本、消費需求等相關資訊，讓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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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共同發電與友善環境的益處。透過公民參與，目前當地能源成本只有每

個月 12 歐元（約 60 元台幣）（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2016）。 

二、 美洲地區 

位於北美的加拿大，有各種不同型態的合作社，在永續議題的實踐上也

非常積極。目前加拿大已有 71 個電力合作社，其中風力發電有 16 個，安大

略省因制定「綠色能源與綠色經濟法」（Ontario's the Green Energy and Green 

Economy Act, GEA）提供優惠的固定電價收購制度（feed-in-tariff, FIT）與

「合作社法」（The Co-operative Corporations Act, CCA），促成再生能源電

力合作社蓬勃發展。其中 Barrie Windcatchers Cooperative成立於 2009 年，由

社區居民及其利害關係人基於響應節能減碳集資 25,000 美元成立社區電力基

金，其後轉型成合作社，只要出資 20美元即可入社投資，百分之百由地區居

民集資設置 1 部單機 2 MW 陸域風力發電機（張鼎煥等，2015）。加拿大多

倫多市成立了「Zooshare 合作社」，預計將動物園的動物糞尿及超市的報廢

食物轉成生質天然氣來供應發電。另外，多倫多市的 SolarShare 合作社有超

過 700 名社員，以發行債券的方式投資 15 處太陽能發電場，總裝置容量超

過 200 萬瓦，目前社員人數超過 700 位（黃淑德，2016）。 

 

三、 亞太地區 

在亞太地區日本合作社在發展上除兼顧環境與生活的平衡，也連結社會

福祉，加強對社員的照顧，對於永續議題及作法上早已開始並延續多年。就

農業的永續生產而言，在日本農村建立六次產業互補，連結生活俱樂部協同

組合共同購買綠色生活財，促進綠色生產者友愛土地；組織合作社與非營利

組織共同投入高齡化、少子化社會的福祉事業，以照顧生活與生命。尤其在

天災、福島核災受創之後，民眾與社區對投資綠電的意願大幅提高，合作社

更需要強化既有的社區經濟網絡，緊密地協助地區人民的生活與生產經濟重

建。 

澳洲的 Hepburn 風力計畫是澳洲第一個社區共有投資的風力發電場，

2008 年開始籌募資金，資金來源包含社區居民、銀行借貸和政府補助，目前 

2 座各 2 百萬瓦容量的風機是由社區合作社經營管理（黃淑德，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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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台灣綠電再生能源合作社之發展及挑戰 

台灣地區能源使用長久以來依賴石化和核能，每年花在購買國外能源佔 

GDP 的 9-12%，對進口石油的依存度更是高達 99.98%，扣除水力發電，再

生能源比率（風能與太陽能）佔不到能源生產的 1%（黃淑德，2016）。日

本 311 海嘯與福島核災事件，喚醒台灣民眾對能源安全的重視，選擇使用綠

色電力、廢除核能的聲音逐漸開始受到重視。台灣綠主張綠電生產合作社

（簡稱綠電合作社）獨立成立自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目的在透過合作

組織，由社員集資裝設太陽能系統，再透過綠電躉購政策，以固定優惠價格

將生產的電利賣給台電，台電保證收購 20 年，藉此，合作社可回收裝設成

本，確保永續經營並回饋社員（陳文姿，2016）。 

考量再生能源發展初期成本高於傳統能源，各國多訂獎勵措施以確保再

生能源發展，主要採用固定電價機制（即躉購制度）（Fixed Feed-in 

Tariffs；FIT）與再生能源配比義務機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兩種

方式，我國是採用躉購制度（FIT），用固定費率收購再生能源，並提供設

置補助增加經濟誘因、保障綠能發展。行政院於 2018 年初通過經濟部的

「再生能源發展條例」修正草案，透過修法鼓勵綠電設置，對綠電自由

交易大幅鬆綁，台灣綠電市場將成「躉購制度」與「自由交易」並行發展，

綠電成本由市場機制決定。長期而言，隨著綠電成本下降，市場進一步自由

化，綠電價格下降到能與傳統石化能源競爭時，將會形成淘汰機制，讓躉購

制度逐漸退出市場（陳鷖人，2017）。 

台灣目前的綠電再生能源合作社仍屬於起步發展階段，雖說政府積極

擴大推動各項政策與機制外，也希望透過修正「再生能源發展條例」，

優化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環境，提升政策推動的效能。然而，能源轉型需

要不只是經濟，還有社會結構的改變，台灣的公民參與與公民發電發展

不似歐盟國家（例如德國），除了如何從既有的網絡累積群眾信任與群

眾理解，尋求技術知識資源與地方支持，進而擴大民眾的能源意識與參

與動機是一大挑戰；能源設施資金來源也是一大問題，金融機構對合作

社需有相當程度了解與信任才會願意提供相對融資，協助建立再生能源

設施。再者，綠電再生能源合作社即使成立了，後續的經營管理、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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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利益回饋到民眾與社區，對合作社的永續經營有決定性的影響。因

此，在未更積極協助公民參與綠電與合作社法規鬆綁的情形下，此次修

法刪除綠電保證收購價格下限費率對台灣再生能源發展的短期影響仍需觀

察。 

 

伍、對國內發展新興型態合作社之建言 

在全球競爭條件愈來愈嚴苛的環境下，各類企業組織仍然戰戰兢兢尋求

各種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方法及因應措施，如：兩岸問題、高齡化、少子

化、資源耗竭、社會 M型化等許多問題，許多組織開始思考如何應付可能產

生之危機與問題。過去多年來，國際性或在地性合作組織歷經各種挑戰及磨

難，大都安然度過面臨之危機，顯示合作社確實是在資本主義盛行下能解決

普羅大眾社會經濟問題的其中一種手段。 

目前國內主要以消費合作、農業合作及合作金融為台灣合作社界最重要

的三大支柱，偶有新興或新類別的合作社零星產生加入合作社營運行列，但

無足輕重。以往消費合作社為社數最多之合作組織，但目前持續下降中；而

農業合作則是社數成長較快的合作組織，但社員人數減少中；信用合作社則

為社員人數最多、規模最大、業務最為發達之合作組織，但面臨社數無法持

續大規模增加的困境，再增加各地分社均要透過嚴格的審核；勞動合作社雖

有前景，但面臨營運情形不佳及業務量不足之窘境。合作社雖各自有發展特

色，但在營運過程中想要擴大規模或籌資發展，經常遇到各種不同之挑戰及

困境，致使台灣各類型合作社在發展過程中很不順利。 

就消費合作社而言，近年來總社數持續下降，主要是學校內之合作社因

經營問題逐漸被周邊便利商店取代，教育部要求合作社不得銷售含糖飲料及

對學生健康有礙之食品，但對便利商店卻無法限制其營運型態及販售內容，

因此員生消費合作社在功能上無法與便利商店相抗衡。另外，學校之員生消

費合作社大都由教職員工兼任相關社務，在目前校務及教學繁忙的情況下，

教職員工作不見得均有多餘時間協助合作社之社務或業務工作，因此面臨選

聘任人員不足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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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農業合作而言，2017 年底全國農業合作社單位社場共 1,131 社，與

2016年差異不大，其中包括 1,119家單位社和 12家聯合社，但規模及品質仍

有需要改進之處。農業合作社以農業生產及運銷類占大多數，2017 年所增加

之社數以運銷合作社增加 7 社較多，達到 352 社，而其他如農業生產、農業

勞動、農業供給及農業利用等合作社，都呈現下降的情形，社數分別降至

753、14、6 與 1 社，雖然目前農政單位希望農產業利用群聚整合來達成經營

綜效，然而不論在設施或設備方面之共用，就以供給及利用合作社而言，並

未能顯現出效果，甚至利用合作社從多年以前就僅存 1 社，目前仍無法突破

困境，至為可惜。目前以農業勞動力不足的情況下，各農場都有缺工之現

象，許多青年農民開始以群聚之方式合作發展，且有很多價格昂貴之智慧設

備出現，若能採取利用合作之方式共同採購省力、效率之高端智慧設備，更

可以解決人力缺乏之窘境。至於農業合作社之社員人數歷年來呈現遞減而社

數持續增加的情況，顯示合作社規模愈來愈小，與國際潮流之朝向大規模合

併之方式背道而馳，反觀日本或歐美國家，合作社都有愈來愈大之發展趨

勢，以利與其他大規模之企業農競爭，台灣規模太小、社員人數太少所顯現

之問題在於人力資源及效率均可能不足，是相當令人擔憂情形。其中僅有農

業運銷合作社數有逐年持續增加之趨勢，顯示國內對於二級產業在運銷及加

工之業務有逐漸重視的趨勢，合作社若能因應產業結構調整而轉型，對獲利

及發展均較為有利。 

就合作金融而言，信用合作社近年來積極提昇經營體質，改善資產品

質，不論是逾放金額、平均逾放比及備抵呆帳占逾期放款之覆蓋率等在數據

上均優於中大型銀行及全台農會信用部門，顯示信用合作社在營運上表現更

為安全及穩健。從信合社的體質及品質而言，完全不輸給大型銀行或基層鄉

鎮之農會信用部體系。目前金管會對增設信用合作社分社之限制已經解除，

對營運優質之信合社逐年放寬分社據點之增設，但未來如何再持續爭取更多

有利方案以拓展信合社，應該也要有更積極之策略。信合社可以定位於小而

美之社區金融網絡，加以普惠金融之理念，思考金融科技之應用，以吸引屬

於數位原生之年輕族群，從深耕地方地緣人脈著手，遵循合作的基本精神與

原則服務社員與社會大眾，善盡社會責任，不必然與國內外商業銀行競爭，

業務上與商業銀行有所區隔，持續強化內控稽核及風險管理，成為區域性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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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受到信賴之重要機構。信合社在數位化及科技的風潮下，考量如何微調經

營型態，積極吸取年輕社員參與，開創 Bank3.0 之永續發展空間。 

至於原住民所成立之各類別合作社，也不算少數。至 2017 年 12 月總計

有登記立案 353 社，表面上數量雖然不少。但停業者有 183 社、失聯者有 49

社，仍在營業中僅存 101 社，無法運作的合作社高達 232 社，比例高達

65.7%，探究其原因，主要是多數原住民在合作社除社務、財務、業務及人

力資源等方面不健全外，尚包括社場之經營方式及型態不佳，都是影響合作

社競爭力與生存之關鍵因素。就類別而言，其中屬於勞動合作社者占總社數

之 184 社，較前一年度下降 8 社，其他各類型尚包括生產、運銷及社區合作

社等，社員人數共計 6,287 人，約占原民總人數的 1.1%左右。過去幾年來原

民會對原民合作社雖然開始有較積極之輔導，但經2017年調查統計發現經營

情況之優質社數（含勞動合作社）僅有 3社、甲等 11社，可見原民合作社在

經營上還有很大之輔導及協助空間。未來若要更穩健地經營且發展出各原民

部落的特色，並提升其市場競爭力，不論是在原民人才的培訓及合作社業

務、財務及社務經營管理要能更完善，且要持續加強輔導，才能促使更多的

合作社能穩定或恢復營運。 

 

陸、結語 

國外之合作社事業一直以來蓬勃發展，但反觀國內政府對合作事業則經常忽略

其重要性，所以近年來合作組織已產生緩慢萎縮的情況，即使主管機關內政部想要

有所作為後馬上得到立即性改善並非易事，未來必須投入更多資源以提升激勵效

果。過去多年《合作社法》均無修法之動作，2012 年能成案再次修正法條內容，

期間經由主管機關、學者及合作實務界人士共商而有少許成果，雖然修正內容不

多，但也算是開始向前邁出一步，應該是個轉變的契機。相較於全球的其他國家，

我國在對合作組織的激勵與輔導政策上仍不夠積極，尤其觀察歐洲、日本及其他先

進國家的政府機構對合作社發展法條逐年鬆綁，利用許多彈性的作法讓合作社擴大

規模，能與其他企業組織相抗衡，跟上當前世界潮流趨勢，也符合國民經濟之需

求，所以各國合作社不斷在經濟上展現出實力。但台灣仍以較保守的作法來對應合

作社組織的各種要求，限制合作組織可能壯大的機會，發展很難有更多進步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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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 2015 年以來，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為逐步突破合作社之困

境，聆聽各界聲音，擬找出合作社逐漸萎縮原因，加以檢討改進，瞭解究竟該從法

令限制修正或提供必要營運輔導措施著手？以期採取各種因應對策以利合作社運作

之解套。相關措施及作為包括多年來未曾修法之合作社法在 2015 年 6 月 3 日已修

正公佈施行；而 2016 年各界人士也參與「合作界對合作行政之訴求」座談會，對

內政部提出三項重要訴求，獲得部長回應；2017 年 12 月為瞭解合作社學界及實務

界的看法，召開各區合作事業行動方案座談會，邀請產官學界代表數十餘人參與討

論，與會人士提供多項意見並熱烈討論，內容包括（1）制定合作行動方案白皮

書；（2）合作事業人力資源發展方向；（3）合作教育訓練系統化及全面化發展：

種子教師之培育、合作教材之編撰；（4）合作事業之經營與輔導；（5）合作社相

關法規與其他相關法規之調整；（6）中央各部會對合作社問題之協商；（7）合作

理念之宣導；（8）合作社資金籌措及解散後之資產回歸；（9）合作事業發展基金

之走向；（10）社間合作及跨域合作；（11）科技發展導入合作事業等。若能針對

以上議題認真檢討，對未來合作社的發展應會產生相當積極且正面的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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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型態合作社之發展芻議－ 

以綠色再生能源為例 

與談人：劉 鋼 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農業合作社可為臺灣循環農業的推手嗎？ 

為了能夠平衡經濟持續發展與環境友善，永續的循環經濟已經成為當

前的主流思想。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16）提出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希

冀建立起強本革新的新農業，達到綠色、有機、循環、友善的永續農業新

願景。而在循環經濟所包含的生物與工業兩大循環體系中，循環農業扮演

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透過適當的生物循環與工業循環的配合，可以讓資源

產生最佳的利用效率，進而達到零廢棄物的目標。 

在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所提出的「提升畜禽產業競爭力」的重

點政策，針對養猪產業則設下 2020 年要達到 250 萬頭（約目前在養頭數的

50%）的在養猪隻總頭數的績效指標。根據農委會畜牧處的調查，全臺灣

在 2017 年 8 月底時，僅有 38 座養猪場約 34 萬頭猪隻投入沼氣發電；另

外規劃設置中則有 58 場約 53 萬頭猪隻，共約 87 萬頭而已（王忠恕，2017） 

，和 2018 年底預定的 100 萬頭猪隻投入沼氣發電的政策目標，相去甚遠。

目前農委會透過「106-109 年養猪產業振興發展計畫」，將推動養猪場綠能

發電作為最主要的工作項目之一，主要以獎勵或輔導 5 千頭以上的養猪場

為優先，2 千頭以上未達 5 千頭的養猪場次之。若此，根據農委會在 2017

年 11 月底的養猪頭數調查，全臺灣 2 千頭以上規模的養猪場，其總飼養頭

數僅約 225 萬頭，若要達到農委會所設定的目標，除了所有 2 千頭以上的

養猪場都必須配合轉型加入沼氣發電的行列，甚者，臺灣 90%以上未達 2

千頭飼養規模的養猪場，勢必也要投入轉型來生產沼氣。 

養猪廢水進行沼氣發電應能促進養猪產業現代化，提高養猪戶的收入，

同時也能將猪糞尿等廢棄物轉換為再生能源，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讓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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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向循環經濟的時代邁進。然而，臺灣未達 2 千頭猪的養猪場，約有 7 千

多戶，這些養猪場卻在當前農委會的政策設定下，居於弱勢。這些中小型

的養猪場，該如何面對目前的困境呢？ 

根據張鼎煥等（2015）的研究發現，利用合作社模式來推動臺灣社區

風電，透過合作社限制股份轉讓的機制，讓社區居民與此有關的利害關係

人產生長期共利關係來提高社區風電的可行性。而臺灣綠主張綠電生產合

作社，透過「共同生產」的合作精神，讓社員能夠參與發電、售電進而實

踐從消費者到生產者的能源轉型（孔德廉，2018）。這兩者皆是透過合作社

的方式來達成的。這些採取合作社模式的形式和方珍玲與陳淑玲（2018）

所提出的「新興型態合作社」的發展上不謀而合。根據內政部合作事業入

口網（2018），全臺灣養猪相關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或者是農業運銷合作社約

有 50 多個單位社。對於臺灣畜牧業最大宗的養猪產業，是否也能藉由早已

成立的生產或運銷合作社，運用合作社的特性與精神來整合推動養猪場綠

能發電？如此或能解決目前中小型養猪戶被邊緣化的困境，並能創造真正

永續的綠色臺灣。 

 

參考文獻 

內政部合作事業入口網，2018 年，https://coop.moi.gov.tw/cphp/。 

孔德廉，全台第一個綠電合作社上路，能源轉型人人參與，2018 年 2 月 2

日。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05467/ 

方珍玲、陳淑玲，新興型態合作社之發展芻議─以綠色再生能源為例（初

稿），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6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臺北：臺北大學民生校區資訊大樓三樓國際會議廳，2018 年 6 月 22

日。 

王忠恕，推動臺灣養猪產業振興發展簡報，2017 年 9 月 28 日。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簡報，2016 年 12 月 8 日。 

張鼎煥、陳冠宇、李方琪、徐傑輝、胡斯遠、呂威賢，合作社模式應用於

臺灣社區風電可行及其推動策略研究，臺灣能源期刊，2015 年，第 2

卷，第 3 期，頁 243-257。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6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50 -



新興型態合作社之發展芻議－ 

以綠色再生能源為例 

與談人：黃淑德 理事主席 

台灣綠主張綠電生產合作社 
 

展望 2025 年～ 

以合作社參與台灣能源轉型之機會與挑戰 

2017 年，台灣的太陽光電與風力發電量總和達到總發電量之 1.2%，

創歷史新高。但總用電量成長 2.32%，人均用電量排名全球第 12 位，為亞

洲最高，對溫室氣體減量的目標挑戰極大。依據台灣的非核家園的新能源

政策目標，將 2025 年再生能源的發電量擴大訂為 20%。2018-2025 的 8 年

內，將有許多政策修訂及民間參與才可能達到既定目標，最大挑戰仍是整

體社會如何卸下對既有能源的意識包袱，讓更多民眾對再生能源的深度認

識及參與。 

台灣合作事業界未見積極討論如何參與再生能源，民間再生能源推手

多採營利公司或社會企業，多不認識合作社；能源主管機關經濟部亦對合

作社不了解。但在民間組織的努力下，能源轉型白皮書及電業相關法規修

訂開始將合作社及公民電廠納入草案。 

 

再生能源的全球在地（Glocal）現況與趨勢 

歐洲現有的能源合作社約有 3,000 社，是過去 20 年來歐盟公民參與再

生能源設置的重要組織。德國有超過 850 個能源合作社，社員人數達 15 萬

人，再生能源的總投資達 16.7 億歐元，其中 75%融資來自地區的合作銀

行，創立的社區綠能事業有 7 成是發電，1 成是電力輸配，1 成是供應暖

氣，其他則為電網經營、能源服務及能源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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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Energy4All 能源合作社的社員們說加入合作社的動機是：關心環

境議題想投入行動、想投資符合社會公義的獲利、推廣社區的合作社運動;

不少社員曾加入「地球之友」、儲蓄互助社(Credit Union)或其他社區組織。 

311 東日本大地震之後，日本消費合作界積極開展投資再生能源以供

應自己事業體，包括日本生協聯合會（日生協連）都在物流中心及各自有

事業處所裝置太陽能發電系統。日本從 2016 年 4 月開放小型電業公司參

與電力零售，不少生協聯合社設立電力零售公司，提供綠電給生協營業處

所及社員。 

根據 2015 年聯合國訂定的 17 項「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與能源相關的就有負擔得起的潔淨能源、

永續城市、責任生產責任消費、氣候行動等。 

 

創設台灣第一個能源合作社之摸索經驗 

台灣綠主張綠電生產合作社於 2016 年 10 月 22 日創立，2017 年 1 月

正式營運。這是結合主婦聯盟基金會與主婦聯盟消費合作社 20 多年的反

核運動的堅持，以共同購買運動精神落實能源的自主與地產地消，降低對

化石燃料的進口依賴的氣候行動新組織。 

2017 年是綠電合作社事業展開的第一年，社員人數從創立時的 76＋

1(自然人＋法人社員 1)，到 2018 年 5 月為 187＋5，總股金達 640 萬 5000

元。一年來，對外接洽溝通從銀行開戶、台電送件、洽談貸款、媒體、屋

頂屋主等，發現對多數的「單位」或個人通通要解釋「合作社」;同仁及理

監事都有參與兩個主婦聯盟組織的志工服務及決策的經驗，但轉換到新成

立組織摸索再生能源的新領域，一切都充滿挑戰。 

作為新創團體，尋找資源建構網絡是本社持續努力的充能。2017 年 7

月，綠色和平邀請本社合辦了一場論壇，有機會與德國綠色和平能源合作

社交流請益，這對推廣「能源轉型」及「能源合作社」有正向影響，在電

業法子法修法及能源轉型白皮書相關修訂中，合作社陸續被提及。 

2017 年 12 月 28 日，第一個案場「天空 1 號」併聯發電，雖只有 10kW，

截至 2018 年 6 月 10 日已經累積發電 5,771 度（kWh）。2018 年已簽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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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會合作的案場，可裝置發電容量達 150kW。第一年營運，累積經驗是

從擬定屋頂租約及公證、評估發電系統、採購合約、發包、付款…，「天空

1 號」是嘗試集資發電扎實的一步，更多的學習來自評估後暫緩與放棄的

屋頂。 

參考其他國家能源合作社的發展歷程，籌措資金是再生能源發展極大

的關鍵。不同於大企業以快速建置大型案場，與銀行或投資人精算回收與

融資的財務槓桿;綠電合作社以公民集資又設定為用電端的小屋頂發電，投

資報酬回收年限長，財報分析不吸引人。今年啟動社員增資及社員借款的

雙重方案，希望能讓今年的資金來源無虞。 

本社與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簽訂了合作備忘，將在該協會台中市辦

公室屋頂建置太陽能發電系統，希望該案場能讓全國 340 個儲蓄互助社作

為常態示範觀摩，鼓勵各社於其所在社區活絡股金推廣再生能源。儲蓄互

助協會已加入本社成為法人社員，本社亦加入台北市第一儲蓄互助社成為

法人社員，期待這樣的「合作社間的合作」能讓彼此資金與技術交流開啟

台灣綠能社區化的另一種模式。 

 

結語及建議 

合作社因未被納入經濟部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故不符合「中小企

業信用保證基金」之無擔保品放款適用對象，限制了能源合作社申辦相關

融資。經立委協助協調，經濟部允諾修訂「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但時程不

明。 

因為綠主張綠電合作社的成立，雲林地區濁水溪綠能合作社進入籌組

階段，我們樂於分享並鼓勵更多的地區社群認識並採納合作社的「古典型

社會企業」模式，集結資本與凝聚社區共同意識，加入「能源轉型，在地

行動」的行列。 

2016 年 12 月，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合作社的概念與實

務」列為人類無形文化遺產，肯定 ”合作社讓人們基於共同的利益與價值

組織社群，對應社會問題，創新解決方法，包括：創造就業、高齡者照顧、

都市更新活化到再生能源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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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台灣未來世代可以減少呼吸燃煤發電排放的惡質空氣，及落實不

依賴核電的生活與生命選擇，讓更多人理解「沒有人是局外人」--這是我們

非核運動上的宣言;在氣候變遷及能源轉型的行動上，「你我都是當事人」

是我們的呼籲與團結訴求。期待 2025 年台灣能有多元的電力消費的選擇，

蓬勃的再生能源的新事業體與綠能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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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一 

新興型態合作社之發展芻議－以綠色再生能源為例 

Q&A 交流討論 

 

主持人：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建雄教授 

謝謝黃淑德理事主席，做為臺灣第一個能源合作社喔！篳路藍縷，非

常艱辛，不過今天看來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就是開花結果。那接下來呢？是

我們交流的時間！在場的各位貴賓有沒有什麼問題，請先告知服務單位及

姓名再行提問，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在場的貴賓有沒有什麼問題要提問

的？ 

提問人：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許秀嬌理事 

各位合作界的前輩，大家午安 ! 我是綠電合作社的理事許秀嬌，我在

這邊誠摯邀請大家加入綠電合作社成為社員。綠電合作社的股金是每人最

少一萬元，我想在座關心合作事業發展的夥伴們，如果有一半能夠參加綠

電合作社，我想對臺灣的合作事業和綠能產業一定有很大的意義和貢獻。

謝謝 !   

主持人：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建雄教授 

在場的貴賓如果有什麼問題提出來，然後我們前面的看看哪一位來回

答。 

提問人：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黃淑德理事主席 

目前有機會或者是對於成立能源合作社有興趣的幾個，一個是在六輕

所在的麥寮到雲林台西這裡到彰化，他們自己有興趣跟這邊的養豬業的；

或者一般民眾想要弄合作社，但是我覺得也是碰到一個困境是大部分人不

理解合作社。大家對於合作社好像知道，可是怎麼經營又好像覺得有點麻

煩。一個事業的創新起頭都是一個在摸索的過程，所以這是一個如果說有

興趣或者是在地有可能不管是資金會比較希望促成雲林這個地方有個濁

水溪的能源合作社的出現。另外一個是在南投廬山那邊有部落想要利用小

水力來做自己的能源合作社，我覺得也是面臨相對難以想像的困境。真的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6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55 -



 
 

執行一個團體的時候，它需要有人陪伴的一個過程，那臺東的達魯瑪克這

個地區其實是一個亮點，那他們本來就有一個日據時代的小水堤，然後他

們也在教導做很多小的屋頂，達魯瑪克他們已經在去年就決定到底合作社

還是公司?確定要公司啊！那我們不要有失落感，而是說本來就是大家覺

得公司比較簡單、比較容易成立。合作社在學和大家都高舉社企名字來做

一個創新事業的時候，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資金活絡這一個部分啊！我們很

希望看到臺灣可以像德國一樣，德國的能源合作社七成都是靠國民銀行和

雷發巽銀行。所以今年如果是雷發巽誕生兩百多年，我們如何活化剛剛講

的那個高利貸。從高利貸的農業脫貧變成是歐盟的國家，從十九世紀走到

二十世紀很重要的穩定力量的時候，其實臺灣在能源的投資上面也需要有

個活絡民間的高儲蓄率，但是低投資。大家對投資的想像需要更長期。歡

迎金融系的老師可以替我們整理那個論述，就是能源合作的能源合作社在

投資上它有個特殊性和民間參與到底要用到 Blockchain(區塊鏈)呢？因為

柏林那邊已經很活絡的在做這個部分，但我覺得與其談到那麼高，那我們

可不可以像有些地方是用群眾募資，在臺灣很成功的再生能源的陽光伏特

家的這個模式，那合作社可以在法規面的限制及社員身分上要做到什麼樣?

我覺得這部分很希望合作界的老師跟前輩能夠給我們一些討論的建言。 

提問人：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黃銘鐘理事主席 

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理事主席黃銘鐘發言。因為我是從台糖公

司退休。這個沼氣的問題研究，記得我在民國五十六年代在糖業研究所，

我們就有很多學者及研究人員在研究這個沼氣。到後來就有沼氣槽啦什麼

事業設備都有，但這一些人退休後就無疾而終。可是最近我們台糖公司的

黃育徵董事長，他進來以後就一直講循環經濟，所以他現在專門成立循環

經濟小組。循環經濟小組也是要用沼氣來發電。啊！這個沼氣發電呢，他

們現在要把現在台糖的養豬四十七萬頭(早期比較大型的可以到七十幾

萬)，現在也因為這個養豬廠的環保問題呢，被當地的民眾一直抗拒，所以

一直關，關到現在他們要變更這個養豬場的設計。現在聽說有一個養豬場

在屏東的東海豐要設計沼氣。可是設計沼氣這個發電呢？他們光要改那個

投資超過將近十億。另外一個就是沼氣的設備要招標發包。發包開國際標

呢?以後他們編列了七億多預算，結果人家國外開價要十億，現在根本標都

標不出去，所以再生能源為什麼最近一直很多輿論界都在講說再生能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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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2025 以後提到百分之二十根本是做不到的事情，何況我們用合作社

的經營，當然是很理想，可是合作社社法和我們看的差太多了。老實講，

我下午還會再談，光是社員代表大會要怎麼開都不知道，所以光是選舉啊；

什麼民主法治啦，講來我下午會發一頓牢騷，我現在到此為止。這個再生

能源的發表到現在目前我並不樂觀，謝謝大家。 

主持人：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建雄教授 

謝謝。事實上我一個學生最近在研究道德存款的一個概念啊！就是說

我們在銀行存款，如果說我願意去支持綠電、或者支持環保、或者一些有

關社會公益的事情，那我們在利率上可以用怎麼樣一個 trade off，然後讓

我們的理念可以延伸。 

所以，剛才黃理事主席有提到說，這現在也需要大家來共襄盛舉，不

過以我直覺，從我的角度，如果說你有一個說明書，然後來證實理念，然

後說服，以一萬元的一個股金，相信在社會上我們可能會得到一些認同的

人願意來共襄盛舉。 

最重要的是，我最後分享一個我的經驗，在學校老師什麼事情都沒有

在做，就是讀書，那當我很努力讀書，有用腦細胞的時候，肚子就更容易

餓。所以，今天各位如果你肚子餓，表示今天有努力在參與我們這研討會。

那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現在是十二點，所以我們今天第一場次，就到這裡

結束。以下我把這時間交給主辦單位宣布中午用餐事宜。好，今天謝謝大

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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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二 
 

「新協力模式」創新社會經濟- 

加拿大住宅合作發展研究 

 

    

 

 

 

主持人： 臺北大學 孫炳焱 名譽教授 

發表人： 中國合作學社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梁玲菁 
蔡孟穎 

常務理事 
助教 

與談人： 立法院 

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尤美女 

楊少瑜 

立法委員 

科長 



 



 
 

主持人：臺北大學 孫炳焱名譽教授 
 

陳主任，臺北大學的池院長、蔡院長，還有黃主任、各位老師、各位合

作界的朋友，大家午安。 

我們現在要進行下午的第二篇論文—「新協力模式」創新社會經濟—

加拿大住宅合作發展研究。發表人是梁玲菁教授，她是合作學社的前任理

事長；還有蔡孟穎—臺北大學助教，蔡博士，也是發表人。另外呢，我們今

天好不容易請到行政院性平會委員—何碧珍女士，來當與談人。又很難得

的邀請到臺北市都更處企劃科的楊科長，她是主管機關代表，我想可以給

我們很多好的意見。我想在這開場白裡，講兩句話。這二十，三十年來，臺

灣這個所謂的新興財團，就是營造資本。營造資本在這二十多年來在臺灣，

可以講：發了大財，然後形成新的財團。那平民大眾，可以講是從大學或者

從高中一畢業，就開始打工，就開始借錢來買房子，然後就為了這個房子，

每個月一直付，一直付，付到有一天這個房子變成你的啦！這房子在哪裡

呢？在板橋，在桃園。所以你又想辦法，搬到木柵這附近來，結果你又開始

分期付款。有了銀行制度，就讓你一直付，付到有一天你好不容易擁有木柵

買的房子。好！再轉一次！搬到臺北市內！等到有一天，你發現你錢都付

清啦！然後呢？你在臺北市佔有一個二十五、六坪的一個房子，結果呢？

你已經六十五歲要退休啦！如果你是公務員，你盼望有一個比較好的晚年

退休生活，國家說：我們付不起啊！然後把你的退休金刪了一半或打六折，

然後就像那位李家同校長講的「晚景淒涼」。一輩子賺的錢成就了財團。我

想這是亞洲，這幾十年來從日本開始，韓國到臺灣，到目前的泰國都是這種

型態。所以呢？有很多國家，是用合作社的方式，提供相對廉價的合作社住

宅。有的是用這社會住宅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一般大眾對合作社、對社

會住宅也沒有太多的概念，而且認為這種都是低所得的房屋，有的甚至不

肯用這方式來做。我想藉這個機會，跟大家報告一下，日本的大學裡面，有

消費合作社，這個消費合作社可以幫他們的職員、老師來蓋合作住宅。建築

系的老師來設計，土木系的老師去找土地，然後大家一起出錢、一起設計，

蓋這種房子，價格都在市價的六成左右。講一句不大好的話，從被剝削的體

制中，擺脫出來，然後形成一個比較好的生活環境。所以今天有這個機會聽

聽加拿大的住宅合作社到底是怎麼樣來幫我們解決這個住的問題，我就耽

誤這幾分鐘，很抱歉也謝謝大家，我們請梁老師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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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協力模式」創新社會經濟- 

加拿大住宅合作發展研究 

梁玲菁
、蔡孟穎

 

 

摘 要 

延續「新協力模式」創新社會經濟 ( Marie J. Bouchard , 2015；梁玲菁，

2015ab、2017、2018；梁玲菁、李嗣堯、許慧光、顏詩怡，2017.04；梁玲菁、

蔡孟穎、林孝威、李嗣堯，2017.06、10)，本文研究加拿大住宅合作社在社會

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政策、推動住宅合作社的機制與特色，以及社群、社區發展

經驗值得借鏡。一方面滿足學生青年、中低收入者和勞工一般家庭之居住，另一

方面進行互助合作思維與教育扎根於社區，投入於促進節能環境、社會關係、經

濟創業、福利提升的永續發展，印證聯合國人類無形文化遺產-「合作社分享共

同利益的理念與實踐」。 

對比臺灣，住宅政策應為一般中低家庭提供「可負擔的住宅(Affordable 

housing)」，參與結社的生活空間選擇，建議在《住宅法》中明示住宅合作社

的定位，並且可以互補於當前臺灣法定的社會住宅，實為聯合國保障弱勢者的住

宅權-「公共住宅」；政府欲設定對象中第 12 類的最大可能性-學生，倡議以「承

租型住宅合作社」模式，在校園、在社區中練習民主管理，預備建構跨世代的社

會經濟關懷經營，奠定住宅「合作連結與創新經濟」模式基礎；建議制度方面，

落實各級政府認識結社互助之社會經濟價值，檢視國內相關不利合作社的法規而

鬆綁，包括土地、融資、稅制、信保和教育等機制整備，促進人本關懷思維認知、

普及經濟民主管理練習，讓人民在城市的社區中互助關懷而安居樂業。 

 

  

                                                      
 中國合作學社理事長、前國立臺北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系主任、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

系兼任副教授。 

 中國合作學社監事、黎明技術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

營學系助教。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6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63 -



 

「新協力模式」創新社會經濟- 

加拿大住宅合作發展研究 

梁玲菁、蔡孟穎 

一、 前言：加拿大創新社會經濟 

加拿大在二十世紀初，神父湯樸金斯 (Jimmy Tompkins)於新科細亞推展成

人教育與互助經濟活動，從根本興革社會經濟制度，後人稱為「安堤崗運動(Nova 

Scotia Antigonish Movement)」，具體地促進儲蓄互助社、各類合作事業，開

發了在地經濟，傳播至美洲國家，發展至今。 

特別在魁北克省(Québec)，政府和民間堅持人本互助的「合作經濟與社會

經濟」，同時注重在地傳統與新興組織發展，以合作替代競爭，協助在地生產者

進入市場而活化經濟。1(梁玲菁，2018) 魁北克省政府經費支持下，在大學內建

立「創新社會經濟研究中心(Le 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es innovations 

socials, CRISE)」與推動基地、2「創新社會暨休戚相關經濟領域(Territoires 

innovants en économie sociale et solidaire, TIESS )」也在該地區合作進行社

會經濟創新活動。3如共同創新社區事業體，複合性勞動合作社(Coopérative de 

Corvée) 、「休戚相關合作社(Solidarity Cooperatives)」連結住宅合作社提供

長者、托兒、育兒照顧，即以「新協力模式」擴大為國際間所重視的「創新社會

經濟」，4其中住宅合作社和非營利組織「合作連結與創新經濟」，成為社區照

顧福利、創造在地就業、活化社區經濟和城市發展的重要策略 (梁玲菁，2015a、

2017 冬季號) 。在 2016 年全球社會經濟論壇(2016 GSEF，Montréal) 結論宣

言中指出：「社會經濟是發展的核心」，這是繼首爾 2014 高峰會議後，再次重

                                                      
1
請參閱 Marguerite Mendell, Nancy Neamtan(2008)，”Social Economy in Quebec. 

Towards a New Political Economy”。作者之一 Neamtan 是魁北克省「社會經濟創建基地(Le 

Chantier de l’économie  sociale)」的主任。 
2
 主要是在人類科學系底下還有各種分類研究，網站連結(2017.11.28) 

http://www.socioeco.org/bdf_organisme-530_fr.html 。 
3
魁北克省進行集體型創業，或各行業轉型為社會經濟事業之連結與資訊提供，網站連結

(2017.11.28) http://www.tiess.ca/ 。 

4 Marie J. Bouchard (2015/11/12-13)加拿大魁北克省社會經濟的創新經濟講義。蕭高彥、陳

東升總主筆(2014)，《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劃赴加拿大相關研究單位考察訪問》報告。周睦

怡，打造社區合作網絡：魁北克團結經濟合作社見聞錄，「新作坊」電子報的案例報導。

http://www.hisp.ntu.edu.tw/news/epapers/57/articles/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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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各國政府重視社會經濟，應強力推展各類合作社、儲蓄互助社、非營利組織、

社會型企業等，促進社會包容性發展、凝聚力，共同創新經濟生活 (梁玲菁、李

嗣堯、許慧光、顏詩怡，2017.04) 。 

在 1970-1990 年間，加拿大政府積極輔導、補助，約有 3 萬個住宅合作社

設立；80 年代興辦較多，有一些屬於中產階層家庭住宅，也有長者、單親婦女

等混合家庭的居住。52017 年，政府提供 400 億美元，預計 10 年內執行「全國

住宅戰略(National Housing Strategy)」6，該計畫為滿足社會多元的需求，採

二階段、大規模地推展住宅合作社、各類合作社及非營利組織共同發展 (CHFC，

2017)。根據 Oliver Hartwich(2017)研究各國房價與所得比倍數高於 4 倍以上，

即為「嚴重難以承受」，加拿大在 2016 年仍維持著 3.9 倍，7發展住宅合作社讓

人民住者有其屋，互補於住宅政策，具有穩定社會經濟環境之貢獻。 

本文延續「新協力模式」創新社會經濟( Marie J. Bouchard , 2015；梁玲菁，

2015a、2017、2018；梁玲菁、李嗣堯、許慧光、顏詩怡，2017.04；梁玲菁、

蔡孟穎、林孝威、李嗣堯，2017.06、10)，觀察加拿大住宅合作運動及個案實

例，研析其中政府政策、推動住宅合作社的機制和特色，綜整社群、社區發展經

驗供臺灣借鏡。 

內容配置如：一、前言：加拿大創新社會經濟；二、概述加拿大住宅合作運

動發展階段及其特色；三、民與官的協力，探討政府支持政策的概況；四、合作

社與民間組織的協力，進一步研析社群、學生型、社區等個案之關鍵要素與連結；

五、總結加拿大政策經驗，綜合個案研究社群、社區的協力關係；最後提出對臺

灣社會環境、新協力關係的的啟示課題供各界研析與討論。 

二、 概述加拿大住宅合作運動發展 

加拿大的住宅政策提供人民「可負擔的住宅」，又稱「經濟適用住宅」，包

含公共住宅(真正弱勢者居住)，住宅合作社及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中低收入戶的

補貼住宅，社會住宅。因此，加拿大的住宅合作社含蓋提供一般家庭低房價、低

                                                      
5
 、梁玲菁於 2007 冬天訪視多倫多，在較早開發的工業社區沒落後所設立的 Windward Housing 

Cooperative 即是。 
6
 https://www.placetocallhome.ca/ 

7
 Oliver Hartwich(2017),“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2017, Rating 

Middle-Income Housing Affordability”, The New Zealand Initiative, pp.19-22. 

http://www.demographia.com/dhi.pdf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6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65 -



 

租金的住宅，有市場宅和補貼宅二種，住宅合作社運動的歷程，大致可分為從無

到有、發展、衰退停滯、重新出發四個時期階段，分述如下： 

(一)第一階段(20 世紀初)：住宅合作運動開始 

加拿大的住宅合作社追溯到 1930 年代，當時倡議各類合作社外，「安堤崗

運動」促成社員建造房屋，當房屋建築完成後，賣給社員，住宅合作社亦解散。

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魁北克省也有類似的建築合作社設立。 

(二)第二階段(1930-1980 年)：學生宿舍住宅合作社與遊說運動 

學生住宅合作運動開創現代流行的「租賃型住宅合作社」模式。加拿大的住

宅合作社幾乎都在這個時期設立，所以社員居民擁有合作社使用權益，但不擁有

資產的所有權。 

1913 年，第一個學生宿舍的住宅合作社成立在安大略省的 Guelph ；1966

年，第一個家庭的住宅合作社成立，兩家合作社至今仍在營運中。學生的住宅合

作社提供可負擔的、不同類型住宿環境，如小型和大型集合住宅、宿舍、公寓大

樓和家庭式的學生別墅，也提供學習和社交活動環境，如加拿大 BC 省的校園合

作社協會(New Westminister, British Columbia) ; 中西部地區 Assiniboia 社區

住宅合作社(Edmonton, Alberta);大學住宅共同合作社(Winnipeg, Manitoba)；

安大略省的校園合作公寓和 Neill-Wycik 合作學院(Toronto); Guelph 校園合作

社，滑鐵盧合作公寓，科學 44 (Kingston)；魁北克省蒙特婁(Montreal)的三角

玫瑰住宅合作社；大西洋省 New Brunswick 住宅合作社(Fredericton)。8 

從 1960 年代開始，進行組織性的政治遊說，其宗旨希望加拿大政府支持合

作住宅。以著名合作人士-亞歷山大 賴羅博士(Alexander Fraser Laidlaw)9 倡議

政府持續提供非營利的住宅合作社發展資金，滿足中低收入民眾可負擔的租金住

宅。1968 年，一些追求社會進步的團體，共同組成「加拿大合作住宅聯盟」（加

拿大住宅合作社聯合會」之前身）進行政策遊說，遊說活動的效益在 1973-1992

年間產生，促使加拿大政府連續通過三個方案，補助約 3 萬個住宅合作社成立。

(參見表 1) 

                                                      
8
. http://www.chfcanada.coop/eng/pages2007/about_5.asp 

9
 賴羅博士(Alexander Fraser Laidlaw)-加拿大住宅合作運動之父，遊說政府以合作住宅作為解

決社會住宅之需求。此外，他領導加拿大合作社運動長達四十多年，著作包括「你可負擔之住宅

(Housing You Can Afford)」(1977) 及「公元 2000 年的合作社(Co-operatives in the Year 

2000)」(198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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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加拿大聯邦政府的開發方案-家庭型住宅合作社(1973-1991 年) 

期  間 事  件 

1973-1978 
1973 年成立第一個區域性住宅合作社聯合會，多倫多住宅合作社聯合會。 

聯邦政府第一個開發方案-家庭型住宅合作社。創建約 7,700 個合作社。 

1973-1985 根據第二個聯邦合作計劃，共計 39,000 個家庭開發合作社。 

1986-1991 通過第三個聯邦合作計劃，約 14,500 個合作社開發。 

資料來源：

https://chfcanada.coop/about-co-op-housing/history-of-co-op-housing/ 

(三)第三階段(1980-2000 年)：蓬勃發展到停滯 

從 1980 年代中期後，加拿大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等三

個最大的省份，陸續制訂住宅合作社融資發展計劃。隨著住宅合作社和區域聯合

社的設立，合作住宅運動在本階段迅速發展。組織設立與加拿大住宅合作社聯合

會(Co-operative Housing Federation of Canada, CHFC) 的設立，為日益增加

的住宅合作社提供教育、發展和管理服務。在 1969-93 年期間，住宅合作社為

社員興建「可負擔的住宅」約 82,000 間，10社員自願貢獻在合作社的營運管理

事務，顯著地降低營運支出；根據加拿大住宅抵押貸款公司(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CMHC) (1992)，比較研究民間的住宅合作社與聯

邦或省政府所有的公共住宅經營成本，獲得住宅合作社可節省 40%的營運費用

結論，存在二個因素促成：1、目標不同，公共住宅 100%為低收入家庭，合作

住宅混合多元階層支持社區發展；2、管理方法不同，合作住宅主要是社員參與，

公共住宅完全由政府聘用員工管理。社員每月參與管理合作社活動的時間，平均

為 6.72-12.39 小時。另外，相對於公共或私人的非營利住宅，住宅合作社也節

省 20%的營運支出。11 

面對政策變動，1992 年加拿大政府取消最後一個聯邦合作住宅法案。安大

略省在 1995 年取消合作住宅法案，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在 2001 年終止了在

                                                      
10

 Carol Murray & Rebecca Pearson (2008), “Innovative Uses of Co-operative Housing 

Assets Project”, 

http://auspace.athabascau.ca:8080/dspace/bitstream/2149/1807/1/BALTA%20A1%20-%

20Co-op%20Housing%20Report%20-%20F.pdf 
11

 CMHC(1992), “Evaluation of the federal co-operative housing programs”, Ottawa, 

Program Evaluation Division, 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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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所開啟的合作住宅法案。只有魁北克省仍通過合作住宅法案，並以適

度預算繼續支持住宅合作開發，推展住宅連結社區照顧長者，而其他省份並未進

行新的住宅合作社開發計畫，並且只運用聯邦的補助來管轄既有住宅的事務。12 

 (四)第四階段(2000 年後)：合作社資產重整，政府「創新夥伴關係」 

2005 年，加拿大住宅合作社聯合會與聯邦政府建立「創新夥伴關係」，建

置「合作住宅行政局(The Agency for Cooperative Housing)」13承擔聯邦政府

的合作行政事務。雖然合作住宅已有 15 年停滯發展，但是政府與住宅合作社仍

訂有長期的營運合約。合作住宅行政局根據合約進行管理，並使用創新計劃管理

技術來提升績效。住宅合作社的新建案都採取永續發展之設計，創造出人文關懷、

建築物、永續發展、社區融合的新氣象。 

在停滯發展期間後，住宅合作社呈現出一些困難，其一，新屋建造成本昂貴，

缺少政府補貼，合作社將無法獨力承擔新建費用；其二，許多合作社面臨抵押貸

款結束(貸款多為 20 年，其中多數的住宅合作社經營已經超過 20 年)，也代表著

政府對低收入社員的補助結束；其三，許多合作社也面臨處理、維護及維修建物

的問題。為因應這些困難，住宅合作社進行資產重整方式，包括：1、調整社員

住宅費用；2、改建合作社所擁有的土地為高密度住宅；3、整修合作住宅以滿

足老年人、身心障礙者、單身者之 1 房 1 廳需求，或家庭之 3 房 2 廳較大住宅

需求；4、重新抵押房地產，投資於「綠色」基礎設施建構；5、建立自願捐款

的「1％基金」（如資產的 1％）等。14 

2017 年加拿大聯邦政府制定一項為期 10 年、400 億美元的計畫「全國住

宅戰略」15，以維護現有的並建造新的「可負擔的住宅」。2015-2017 年，加拿

大聯邦政府更加重視住宅合作社，並希望完成以下目標：1、保障低收入者的合

作住宅補貼；2、支持合作公寓的翻修和更新；3、建立新的合作社家園；4、保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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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合作住宅行政局(The Agency for Cooperative Housing)，http://agency-public.coop/ 
14

 Carol Murray & Rebecca Pearson (2008), “Innovative Uses of Co-operative Housing 

Assets Project”, 

http://auspace.athabascau.ca:8080/dspace/bitstream/2149/1807/1/BALTA%20A1%20-%

20Co-op%20Housing%20Report%20-%20F.pdf 
15

 https://www.placetocallhom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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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低收入者合作社的家庭。「全國住宅戰略」提出 2018-2028 年間兩項有利的

措施來維持住宅合作社發展：16 

1、聯邦社區住宅倡議((Federal Community Housing Initiative, FCHI) 

第一階段，2016 年擴大住宅合作社的補充協議補貼，預算中也納入補貼經

營協議在 2016.4.1 至 2020.3.30 到期的住宅合作社。第二階段，2020.4.1 開始

新的租金補助計畫，以保護低收入家庭。「全國住宅戰略」指出，住宅合作社符

合可負擔的、社會包容的、資產管理和治理等領域的專案要求。該部門將努力確

保住宅合作社的自主權得到保護，「聯邦社區住宅倡議」預算 5 億美元，將支持

5.5 萬個合作社和非營利性組織的家庭。 

2、加拿大社區住宅倡議(Canada Community Housing Initiative, CCHI)  

該專案為住宅合作社、非營利組織和公共住宅供應商而設計，適用於下列省

份的住宅合作社：Saskatchewan, Manitoba, New foundland and Labrador, 

New Brunswick, and Nova Scotia。隨著社會住宅營運協議的到期，聯邦政府

將在各省和地區間重新投資，以保障低收入的家庭，並穩定住宅供應商的業務。

「加拿大社區住宅倡議」於保障人民居住的可負擔能力，支持修復和更新，並協

助擴大社區住宅合作社。各省和地區需提出相對應的經費以獲得「加拿大社區住

宅倡議」基金，讓目前受補助的家庭繼續得到支持。如果各省和地區作出全額補

助，總投資將達 86 億美元。這項倡議預算 43 億美元，需要聯邦政府與各省、

地區之間進行協商，具體的細節可能因區域而有所不同，預計社區住宅倡議將支

持 33 萬個住宅合作社、非營利組織和公共住宅家庭。 

三、 加拿大住宅合作社之特色 

加拿大住宅合作社的社員居民來自各行各業，背景和收入各有不同。「加拿

大住宅抵押貸款公司(CMHC)」(2003)統計報告指出：合作社女性社員占 58％，

以單身女性、或女性單親家庭有 50％，少數民族占 11％，移民者占 20％，原

住民族有 4％，身心障礙者家庭占 12％。17住宅合作社為特殊需求人士提供住宅，

以多元文化呈現蓬勃生機的社區是合作住宅的獨特優勢。歸納其中的特色如下： 

1、永久性租賃：合作社最大規模有 770 間住宅，最小的 5 間住宅，規模適

中平均約 60 間住宅。房屋屬於住宅合作社集體產權，沒有個別私有，社員居住

                                                      
16

 http://protectcoophousing.ca/national-housing-strategy-analysis/ 
17

 https://chfcanada.coop/about-co-op-housing/facts-and-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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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擁有房屋的所有權。凡社員遵守合作社章程，履行義務，居住權就受到保障。

社員只有在違反合作住宅章程時，才必須遷出住宅，合作社為社員家庭提供可靠、

安定的居住保障，使社員家庭能長期居住在合作社的房屋，扎根社區。 

2、非營利性質：租金為直接/長期費用和公積金的分攤，不作結餘分配給社

員。住宅合作社是非營利組織，租金會隨著管理費用升高而定期增加，租金增加

反映著實際費用增加，而不是利潤增加。這些在社員大會中，由社員們進行投票

表決合作社的財務計畫、理事會的預算議案。 

3、以成本計價的租金特色：住宅合作社的房產是社員共有管理的集體產權，

住宅不能在私有市場上出售。社員每月支付費用，作為合作社營運支出，以幾近

「成本」的價格提供給社員。社員獲得居住的實質利益，不必在投機性的房地產

市場中高價去「購屋」。住宅合作社的房屋有兩類，租金有兩種：一市場宅（market 

units），按市場價格支付全部費用；另一補貼宅（subsidized units），「隨收

入調整租金」（rent-geared-to-income，RGI）18，社員只付市場價的一部分，

其餘部分由住宅合作社參與之補貼計劃來支付，申請補貼宅不易，因爲申請人數

衆多。法律規定，根據各個合作社章程，社員需支付保證金或股金（通常相當於

一個月的租金），在離開合作社時獲得歸還。 

4、多元化混合居住社區：住宅合作社的社員住戶中，有 30-50％的合作社

家庭直接獲得租金補助。提供中低收入之民眾可負擔的住宅，也定期向申請者提

供市場宅。合作社的租金通常比房地產市場的租金為低，也吸引一般家庭、老年

人、特殊需求的人們，以及新移民者的住宅需求。 

5、社員和承租人同為一體：申請人在承租前必須成為社員。居住在合作社

的住宅必然是社員，共同對合作社的住宅負責。有些省份允許社員消失資格時，

但是仍然保有承租人身份，其目的在於保障居住權優先。 

6、執行民主管理：遵循一人一票原則，每位社員擁有平等的表決權、選舉

權，理事會成員由社員中選舉產生，並由理事會來管理合作社住宅事務；有關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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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I

的計算方式可參閱多倫多市政府「Rent-Geared-to-Income (RGI) Administration」，

https://www1.toronto.ca/wps/portal/contentonly?vgnextoid=77fcd4b4920c0410VgnVC

M10000071d60f89RC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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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維修、管理決策，年度預算和設定政策，最終的責任和決策制定由理事會和社

員大會共同決定。19社員完全有機會參與合作社事務，有些合作社採僱傭員工或

運用外部資源從事物業管理工作；多數住宅合作社聘用職員從事日常營運工作，

社員們共同協力管理好住宅，讓各個社員負擔的起真實的住宅費用。 

7、永久居住利於社區服務：合作社住宅具有安全感，有助於社員了解自己

是社區的一部分，參與社區活動。住宅合作社是強大的社區連結，社員積極參與

合作社業務，除了一般社內事務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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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提供其他社會服務，包含社

員間的社交活動、或向其他社區提供社會支持。 

8、政府提供補助及減稅：依據加拿大聯邦所得稅 149 條規定，住宅合作社

具有非營利性質，可免除營利事業所得稅。20但是省市政府的土地及房屋稅仍為

住宅合作社的營業成本，有部分的省市政府為鼓勵住宅合作社，可免徵 20 年地

方稅。21另外對住宅合作社消費稅(GST/HST)進行減稅；凡是向各市政府申請並

通過的住宅合作社，在配合「隨收入調整租金」（rent-geared-to-income，

RGI）政策所產生的消費稅可進行申請退稅。22另外住宅合作社符合「國家住宅

法」61 條，則可申請優惠貸款；23也可以依各省所訂的租金補貼進行申請。24 

9、健全設立流程保障營運25 

加拿大住宅合作社的設立，首先要密切聯繫加拿大合作住宅聯合會、合作住

宅省級機構(CHF)、加拿大住宅抵押貸款公司，並開始向外宣傳住宅合作社的成

立，以招募組織新成員的加入。其次須進行社區協調，拜訪社區，並與社區組織

討論相互之間的關係、或進行後續的諒解備忘錄簽訂；再者，尋找據點，成立委

                                                      
19

 CMHC, “Guide to Co-operative Housing”, 

https://www.cmhc-schl.gc.ca/en/co/buho/gucoho/index.cfm 
20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I-3.3/page-149.html#h-59 
21

 http://agence-public.coop/wp-content/ 
22

 CHFC, https://chfcanada.coop/advocacy/our-record/ 
23

 agence-public.coop/wp-content/.../PL_Guidelines_for_Sec_61_27.pdf 
24

 安大略省合作社租金補貼

http://agency-public.coop/wp-content/uploads/2017/09/Rent_Supp_Program_Guide_O

N_Sept2017-EN.pdf 
25

 Laidlaw A.F. (1977), Housing you can afford. Green Tree Publishing Company,P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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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設立辦事處；經過兩次籌備會後召開社員大會，並由社員大會決定住宅合

作社的基本政策，陸續進行建築物設計、貸款相關事宜。 

四、 加拿大住宅合作社個案研析 

本文選取個案的原因，首先觀察早期設立的學生型住宅合作社，如何持續經

營以因應現代需求而有的措施；其次觀察最新的都更目的下，在新協力模式下合

作社與社會亟頁、非營利組織的關係，建構發展的關鍵因素。前者對臺灣住宅法

第四條的第 12 項對象-學生具有在校實習社會經濟的培育作用，後者對於勞工社

群的住宅、都市更新等具有參考的啟示。 

(一)京士頓學生住宅合作社 

京士頓學生住宅合作社(Kingston Student Housing Co-operative)，原名

科學'44 合作社，最早是 1941 年春天由皇后大學工程系科學 44 班(Science Class 

of ‘44 at Queen’s University)的 9 名學生成立科學'44 合作社(Science ‘44 

Co-operative)，來解決學生住宅短缺。 

科學'44 合作社位於伯爵街 329 號的第一棟房子是由 EA Collins 先生購買，

捐贈給大學，再租給科學'44 合作社，直到合作社能夠自主經營有自己的房產。

1943 年和 1944 年，合作社又陸續購買兩棟房子。1967 年，另一組學生在原有

的合作社基礎上，建立一個更大規模、更現代的住宅合作社，學生社員增加到

150 人。1968 年，科學'44 合作社在學生會(Alma Matter Society)、皇后大學

(Queen’s University)和加拿大住宅抵押貸款公司(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CMHC) 的協助下，進行抵押貸款購買幾棟房屋，學生

社員人數增加到 180 人。 

科學'44 合作社為社員提供共同伙食服務，合作社在三個地區分部，都有廚

房提供該項服務。至 2003 年，科學'44 合作社共擁有 17 個建物，市值達美金

1,400 萬元，總債務卻不到美金 50 萬元。在 2003 年和 2010 年分別通過銀行融

資購買了 4 棟房屋。科學'44 合作社仍然是該組織的法定名稱，但是為了要更容

易被識別和宣傳提供優質廉價學生住宅任務，科學'44 合作社對外名稱改為「京

士頓學生住宅合作社」。 

合作社現擁有 21 棟房屋，為大學生提供 171 間寢室，所有的房屋距離「大

學城」中的皇后大學均不到 10 分鐘步行路程，距聖勞倫斯學院 10 分鐘車程。

目前參加共同伙食計劃的社員有 128 人。有 4 名全職和 4 名兼職員工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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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名學生社員組成理事會管理，恪守「提供物美價廉，永續之優質學生合作社區」

使命。 

京士頓學生住宅合作社(科學'44 合作社)致力於實施環境永續發展的相關項

目有門窗、衛浴設備、能源、食品及資源回收等，參見表 2。 

研析京士頓學生住宅合作社長期經營而擴大規模的關鍵因素有下列幾項： 

1、學校支持：學校支持主要為早期皇后大學為解決男生宿舍的不足，當初

皇后大學只有一棟 1925 年蓋的女生宿舍(Ban Righ Hall)26，後來學生對宿舍缺

乏的需求，組成合作社。其中皇后大學及學生會於 1968 年的協助貸款，更是該

住宅合作社成長關鍵因素。 

2、社員高度需求：皇后大學大部分學生是來自京士頓市以外的學生。每年

有 90％以上的一年級學生來自安大略省，加拿大以及世界各地，對學生宿舍有

強烈需求。由於是為學生社員提供服務，所以宿舍費用也多元化，如 12、8、4

個月方案以及暑假方案。27多元方案也使的合作社房屋充分利用，並具有高週轉

率。 

3、合作教育與志願服務：社員入社需接受合作教育，另外每學期必須完成

三個 Ops Hours（志願服務時間）來維持合作社的一般運作28；共同伙食計劃成

員每週需負責三個小時的廚房工作，透過志願服務與合作教育凝聚校園集體生活

共同意識，透過自助助人達到社區融合。 

(二) 在地 75 住宅合作社(Local 75 Housing Co-op，後簡稱 Local 75 住

宅合作社)  

Local 75 住宅合作社於 2010 年興建完成，為加拿大最新的住宅合作社，採

取創新和永續發展方式設計，為居民和周邊社區服務。建築物位於多倫多市中心，

                                                      
26

 Ban Righ Hall, http://www.queensu.ca/encyclopedia/b/ban-righ-hall 
27

 12 個月方案(9/1 至 8/31)費用為$ 6,705.65；8 個月方案(9/1 至 4/30)費用為$ 5,265.65、4

個月方案(9/1 至 12/31 或 1/1 至 4/30)費用為$ 3,532.91 以及暑假方案為$ 410/月。

http://www.studenthousingkingston.ca/index.cfm/prospective-members/fees/ 
28

 Ops Hours（志願服務時間），社員透過自我規劃時間參與志願服務，每學期 3 小時，互助合

作；工作包含辦公室工作、咖啡廳服務、開放日誌工作、珍妮廚房烹飪和清潔、瑪莎餐廳服務等。

http://www.studenthousingkingston.ca/index.cfm/current-members/events/ops-opport

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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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1 層，佔地 9,000 平方公尺，提供 85 間的一至四房的公寓組成。社員結構

為攝政公園都更之飯店從業人員。 

2006 年 6 月，多倫多市議會批准將 60 Richmond 土地出租給公法人「多

倫多社區住宅公司」 (Toronto Community Housing Corporation，TCHC) ，

成立飯店從業人員住宅合作社; 多倫多社區住宅公司、多倫多住宅合作社聯合會

(Co-operative Housing Federation of Toronto,CHFT)和 Local 75 住宅合作社

簽署諒解備忘錄(MOU)，概述工作關係和資金責任，提供可負擔之住宅。Local 75 

住宅合作社不同於多倫多市中心眾多的公寓景觀，採取環境永續發展之設計及營

運措施，參見表 2。在 2012 年，非營利的飯店從業人員培訓中心(Hospitality 

Workers Training Centre)29搬遷至 Local 75 合作社住宅，並設立社會型企業

「霍桑餐廳」(Hawthorne Food and Drink) 30於地下室。在 2016 年，多倫多

「現代」雜誌將「霍桑餐廳」(Hawthorne Food and Drink)讚為「全市最美味

的社會型企業之一」。透過整合住宅和就業，由社員自己經營餐廳，並由飯店從

業人員培訓中心提供專業培訓計劃，發展和提高烹飪和管理的餐飲服務技能。霍

桑餐廳(Hawthorne Food and Drink)社會型企業具有三個關鍵因素，達到經濟

與社會功能之平衡：培訓契合市場需求；具有社會使命的專職工作人員，體現於

日常工作中；設計具有創造性的培訓內容。Local 75 住宅合作的社會經濟永續

發展模式，參見圖 1。其中發展的關鍵因素有下列三項： 

1、政治的支持：主要與來自長期關心合作社議題之議員帕姆·麥康奈爾（Pam 

McConnell）。帕姆·麥康奈爾認為多倫多社區住宅需要將老舊社會住宅都市更

新，多倫多需要更多的住宅合作社；並且多倫多住宅合作社聯合會（CHFT）的

申請者對住宅合作社的需求不斷增加，但是因為沒有新增的住宅合作社，目前已

停止等候名單。 

2、NPO 合作夥伴：Local 75 住宅合作社的合作夥伴是多倫多社區住宅公

司(Toronto Community Housing Corporation，TCHC)，該公司負責自有住宅

重建和新住宅建造，並且有政府的租金補貼支持，轉移到住宅合作社。 

3、環境的機緣：Local 75 住宅合作社的興辦與設立，恰逢攝政公園社會住

宅的重建。此項重建計畫需長達 12 年之久，多倫多社區住宅公司至少需要搬遷

2,000 多戶，其中許多是飯店從業人員，包含市中心的飯店，餐館和酒吧的低薪

工作人員。透過 Local 75 住宅合作社解決搬遷戶的居住問題。  

                                                      
29

 Hospitality Workers Training Centre, http://hospitalitytrainingcentre.com/ 
30

 http://hawthornet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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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社區 

住宅公司 
(TCHC，公法人) 

LOCAL 75 

住宅合作社 

1、對象:攝政公園飯店從業

人員搬遷戶社員 

2、使用年限:50 年 

3、經營管理特色: 
(1)創造社群關係 

(2)共生共存 

(3)民主管理 

(4)永續發展 

職業訓練 

都市更新 

攝政公園遷移 

多倫多住宅合作社

聯合會(CHFT) 

多倫多市政府 

多倫多市議會 

社會經濟 

環保/生活 

民主參與 

圖 1  Local 75 住宅合作永續發展社會經濟 

飯店從業人員 

訓練中心 
(HWTC，NPO) 

霍桑餐廳 
(Hawthorne Food and 

Drink)社會型企業 

土地 50 年租借 

土地使用權、

租金補貼 

加拿大住宅 

抵押貸款公司 
(CMHC，公法人) 

租金補貼 

貸款 

二樓租借 

社員搬遷 

B1 設置 
就業輔導及訓練 

合作社設立、經營輔導 

政府機制 
都市目標 

就業創造 

住宅永續 

居民遷移 

都市更新 A 

A 

B 

C 

C 

D 

D 

A、2006 年 6 月，多倫多市

議會批准將 60 Richmond 

土地出租 50 年給公法人「多

倫多社區住宅公司」，成立

飯店從業人員住宅合作社。 

B、多倫多社區住宅公司、多

倫多住宅合作社聯合會和

Local 75 住宅合作社簽署諒

解備忘錄(MOU)。 

C、社員搬遷及加拿大住宅抵

押貸款公司提供貸款。 

D、2012 年，非營利之飯店

從業人員培訓中心搬至住宅

合作社中，並設立社會型企

業「霍桑餐廳」，創造社群

關係、共生共存、民主管理

及永續發展。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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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加拿大住宅合作社環境永續發展個案的措施與成效 

項目 

京士頓科學'44 合作社 Local 75 住宅合作社 

措施 成效 措施 成效 

門窗 採用雙層絕緣窗戶 
汰換單層窗戶，減少熱量損失和能源

消耗。 
玻璃纖維窗框 

延長隔熱層，降低空調需

求，節省用電。 

衛浴設備 

汰換超過 13 公升沖水

量的舊馬桶  

更新為 6 公升「低流量」馬桶 

每年減少 380 萬公升的用水量 

  

汰換蓮蓬頭 
降低水消耗量 1/2-3/4 

即從 20L / 分鐘到 5.6-9.5L /分鐘。 

  

汰換水龍頭為出水量

8.3 升/分鐘 

降低出水量達 1/5-1/3。 

汰換 25 至 50 升/分鐘的舊水龍頭 

  

能源 

鍋爐更新 
舊鍋爐達到預期壽命，以效率為 93％

的高效組合鍋爐取代。 

住宅單位有獨立的熱水和熱

回收通風系統。 

精密機械系統將熱能移

轉，減低能源消耗。 

燈泡及標誌更新 耗能的白熾燈泡改為 LED，節省能源。 

合作社投資綠色能源、

系統和能源網絡，使用

綠色電力為主要能源 

降低成本和提高可使用性 

大幅度減少碳排放 

食品及資源回收 
當地有機食品採購 

共同伙食計畫以環保，當地種植和有

機食材為主要採購對象。 

建築物隔層中花園植栽，生產

餐廳所需的食材；餐廳的廚餘

還作為花園堆肥。 

堆肥讓花園中的水果和蔬

菜更為鮮美。 
資源回收 每周減少 75％的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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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材料   

原建築物的磚塊和混凝土壓

碎回填，留在原地作為支撐。 

建築外部使用絕緣纖維水泥

覆層的材料。  

大樓堅實耐用 

維持室內溫度 

空間設計   

大樓以堅實著稱，並輔以多層

次的空間設計將光線引入建

築物內部，並提供戶外綠地。 

 

穿過建築物中庭之延伸空

間，讓光線和空氣進入居住單

位。  

陽台以灰、白相間創造美

學效果；建築物採取視覺

動態方案如空間交錯。 

創造出連鎖及對比的空

間。 

透過通風的煙囪效應，減

低空調需求。 

花園有助於空氣冷卻和淨

化，降低熱島效應。 

植被綠化   

頂樓有大面積的植被屋頂，減

少雨水徑流並提供花園灌溉

之環保措施，另外也設立節水

裝置。 

節水裝置可節水近 60％。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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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拿大住宅合作發展之結論 

聯合國永續發展社會經濟，消除貧窮及一切不平等，國際合作社聯盟與住宅

聯盟報告，證實住宅合作社是互助互補於政府住宅政策、改善國民住宅條件、提

供跨世代居住、提升城市永續發展的有效模式。本文探討加拿大住宅合作社運動

發展經驗，有以下的結論： 

(一) 社會環境 

源於 1920 年代新科細亞「安堤崗運動」，以宗教信念和力量，推倡成人教

育與互助經濟活動，具體地促進儲蓄互助社、各類合作事業，特別在魁北克省，

從社會教育普及，合作事業體日常化運作於社區、社群中，開發在地經濟，進行

一種從根本興革社會經濟制度。近年間，「新協力模式」創新社會經濟，建構「社

區經濟共同體」，推展住宅合作社連結社區照顧勞動者、消費者、在地農民和生

產者合作創業、創造工作和就業，友善連結土地和環境，發展季特之「休戚相關

經濟(Solidarity economy)」。 31 

(二) 政府的支持政策 

加拿大政府 1980 年代在住宅法定位下，媒合土地供給，並以稅制、融資方

法支持住宅合作社的設立，創造人民可負擔的住宅；1990 年代社區合作社、健

康合作社、住宅合作社等組織，逐漸以自給自足不斷地成長，輸送社區的健康保

險、服務及社會福利，此種住宅社區合作社機制有三項優點：1.人民自助互助，

節省不必要的社會福利與醫療資源浪費；2.政府可以節省財政支出；3.社會與政

府充分重視合作經濟制度，並具體落實社會面與經濟面目的，符合賴羅博士之四

個優先選擇(梁玲菁，2009)。32  

1990 年代後國家陸續取消補助，加拿大住宅合作社聯合會(CHFC)實施

2020 年願景，同時強化「社區生命共同體」推展，協助住宅合作社採用高標準

的營運模式，實現良好管理和永續環境，以面臨缺乏政府安全網，缺乏政府補貼

                                                      
31

參閱梁玲菁(2018，春季號)，再生互助心、活化社區城市，合作社事業報導，第 100 期，頁

5-15。 

32梁玲菁於 2004 年暑假與 2005 年寒假，閱讀多倫多市 Windward 住宅合作社之建立過程紀

錄，2007 年訪視其社員與理事，並透過網站整理其相關社區合作社資料。該合作社之土地取

得係經原工業公司同意遷移，並獲聯邦政府、市政府協調與融資，建屋時即考慮社會福利方向，

係為獨居老人、單親媽媽及殘障者之居住問題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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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獨立經營挑戰，特別是在承擔償債壓力下，因應老年化、少子女化的社會考

驗，繼續協助低收入家庭的能力挑戰。加拿大政府在 2017 年提出「全國住宅戰

略」，該戰略目的預計 10 年內減少無家可歸者達 50％；以二階段、大規模地推

展並持續補助住宅合作社、各類合作社及非營利組織共同發展，滿足社會多元需

求 (CHFC，2017)。 

(三) 合作社與民間組織的協力，社群、學生型之社區個案 

觀察加拿大二個個案，從京士頓學生型住宅合作社、LOCAL 75 社區住宅合

作社綜整設立、經營與管理經驗中，自設立開始，政府提供資金補助、土地協助

與媒合，住宅聯合會提供輔導和陪伴，新設立的住宅合作社都注重節能與環境永

續的關係。經營首要目標是滿足社群的居住需求，讓社員感受「家」的幸福，並

且提供社區服務，產生社區住民的共同意識，形成生命共同體。 

過程中，學生型持續提升學生的合作教育，增進青年族群對合作社的理念認

識和民主參與管理。社區型解決都市更新問題，並連結勞工的職業訓練，合作社

與社會型企業合作餐廳經營，增進社員居民在地就業，創造經濟收入與福利。 

住宅合作社改善社員住宅條件的效果，擴散到城市的其他民眾，在鄰里合作

下，高品質的住宅建設，有利於居住環境穩定、所有權結構發展，促進多元化的

住宅供應。從 Thériault 等學者(2010)使用質化及量化的混合研究法，評估加拿

大住宅合作社社員居民的生活質量變化，發現社員居民在生活、住宅、鄰里、自

信、食品和財務狀況等六方面，在搬入後有顯著正向改變。33 

(四) 國家稅制提供住宅合作社發揮特色 

非營利性質合作社提供永久性租賃，根據各合作社章程，社員和承租人同為

一體，為多元化混合居住的社區，為家庭和老年人以及特殊需求的人們提供服務，

所以社員是多元混合的結構；法律規定，社員需支付保證金或股金（通常相當於

一個月的租金），社員在離開合作社時獲得歸還股金；採行民主管理，社員有平

等的表決權，參與合作社事務並進行社區服務。合作社的租金有兩種：包括按市

場基準支付和按「隨收入調整租金」（rent-geared-to-income，RGI）34基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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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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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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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省市政府為鼓勵住宅合作社，可免徵 20 年地方稅；對住宅合作社消費稅

(GST/HST)進行減稅；凡是向各市政府申請並通過的住宅合作社，在配合「隨收

入調整租金」（RGI）政策所產生的消費稅可進行申請退稅。加拿大國家「住宅

法」第 61 條，則可申請優惠貸款；35也可以依各省所訂的租金補貼進行申請。

接受政府補助及減稅，免除營利事業所得稅，  

六、 臺灣住宅政策與合作社發展的啟示 

目前臺灣雖然於 2017 年通過住宅法，然而各級政府長期不認識住宅合作社，

整體政府政策及執行對合作社並沒有提供支持方案。政策的忽略，甚至在稅制上，

因不解互助組織的公益和教育特性，仍視為營利公司而造成懲罰性的「雙重課稅」，

長期不友善的稅負，再加上各種法規限制機會參與而造成合作經濟發展在臺灣的

嚴峻困境。本文提出以下三個建議方向: 

(一) 發揚 UNESCO 認證「合作社分享共同利益的理念與實踐」於臺灣社會。

非常需要各級政府認識結社互助教育，認識關懷的社會經濟思維，落實人本互助

教育，提出積極方案促進學習結社的社會經濟事業環境。 

(二) 政府政策明定合作社的定位，公部門系統的認知與協力 

就住宅政策言，英國、瑞士、法國、加拿大等均明定合作社的定位，36一方

面為促進住宅合作社提供一般中低收入家庭的可負擔的住宅、互補於政府所需的

公共住宅；另一方面提供國民、市民的城市空間參與權和生活制度選擇，建議： 

1.《住宅法》中增加合作社定位，檢視不利發展於機會參與、融資、稅制等

條文如第 4、9、22、23、24、25、3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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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I

的計算方式可參閱多倫多市政府「Rent-Geared-to-Income (RGI) Administration」，

https://www1.toronto.ca/wps/portal/contentonly?vgnextoid=77fcd4b4920c0410VgnVC

M10000071d60f89RCRD。 
35

 agence-public.coop/wp-content/.../PL_Guidelines_for_Sec_61_27.pdf 
36 

參閱梁玲菁、李嗣堯、蔡孟穎(2018)「社會住宅-國濟體制之探索與省思」，臺灣銀行家 4 月號，

第 100 期，頁 72-92，舉英、德、法、日案例，展望臺灣落實知行合一之社會經濟。另請參閱

梁玲菁(2018.06)，實現法國住宅政策與照顧-探尋巴黎協力的社會經濟組織與啟示，合作經濟，

第 137 期，即將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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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時應檢視《合作社法》第 3、3-1、7、23、24、36 條與稅制、帳務制

度、稅負相關者，應彰顯合作社之公益性質的獎勵稅制，內政部合作及人

民團體司應特別主張世界性合作社運動理念與實踐價值、社員營運的互助

性、依貢獻攤還、自主性等，以區隔營利公司，並協談於賦稅署存在合作

社的「雙重課稅」，以及營業稅、所得稅調整，回歸肯定社員出資的互助

行為和所擁有的自助組織於「單一課稅」，實具有非營利性質，應予鼓勵

而免除營利事業所得稅，避免結社組織的「懲罰性」課稅，此係尊重憲法

扶助精神，促進青年、婦女、身心障礙者創業，落實各項國際公約法保障

的結社經濟效益。針對住宅合作社，研析各國鼓勵住宅合作社互補於住宅

政策，執行免稅政策，如免徵 20 年土地及房屋稅，提供住宅合作社優惠

貸款、租金補貼、創新社會金融等。 

3.從而住宅發展的相關部會如國發會、經濟部、金管會、財政部、內政部、

教育部、農委會等重新認識結社互助理念與社會經濟價值，逐漸朝向落實

兩公約保障精神，積極於促進結社組織、合作社的改善方案，特別是在地

深耕教育、中長期融資規範、低稅負設計、信用保證和保險、安養信託機

制各方面，建議在金融業務的技術活動中，能站在保障弱勢者本人和家庭

及其下一代的安心、安定、安全居住角度，開創出一種人本社會金融機制。 

4.官方的輔導、陪伴政策與組織應有適當而一致性的安排，特別是已經進入

名為「國家住宅與都市更新中心」的籌備時期，依其組織條例管轄全國住

宅事務，除林口社會住宅個案外(5/15 會議，「國家住宅與都市更新中心」

籌備處回應只看個案)，應有全國通案輔導之考量，對於住宅合作社更應

有進一步認識、觀摩和規劃(3/9 會議，營建署告知委外研究(但乏社會經

濟理念)，將以專案政策規畫進行實驗方案)。 

(三) 個案的啟示 

校園可以成為培育「合作人」環境，從學生宿舍的居住參與，倡議以「承租

型住宅合作社」模式，練習民主管理，在校實習社會經濟事業，青年切身問題的

解決與學習，將成為城市未來推動社區互助住宅和照顧的最大助力。 

連結各種社群、工會組織、基金會、都市更新會等，以定期說明會來認識結

社的互助理念與組織特性，將有助於落實友善的住宅，不僅為特殊需求人士提供

住宅，並且以多元文化和蓬勃生機開發社區經濟於共同利益，創造社區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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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際兩公約國內法，2017 年元月 20 日國際聯合國審查委員提出 14、15

點次結論性建議，要求各級政府應提出結社教育改善方案，以重視生活、經濟、

工作、住宅和教育的落實，然而目前無一專責單位推動，僅僅依事件發生，特別

央請立法委員協助、協調，過程是很急促的，但會有一定程度的結果；結社互助

的價值與社會經濟理念，是需要時間取得不同部會及其跨署、司、組、處能理解

合作社事業體的特性，37在臺灣創新社會經濟，需要秉持關懷初心，還需要全民

社會落實知行合一，共同提攜找出路。 

百年來的住宅合作社，也是各國住宅政策提供「可負擔的住宅」的實踐組織，

英國的合作社經營學校，美國校園消費合作社經營合作住宅，提供學生安定住宿

與民主生活經濟、實作練習的場域，具有社會育才貢獻，德國視為「特殊類型的

產業」，主張國家應予鼓勵政策。2016 年 UNESCO 通過「合作社分享共同利

益理念與實踐」為人類無形文化資產之一，聯合國呼籲各國政府鬆綁不利法規，

法制上整備，包含稅制、融資、信保、市場機會等創造合作社有利的發展條件，

讓合作事業彰顯其互助精神和核心價值，成為各國政府重要而積極的永續發展之

政策助力，聯合國推崇為策略性組織，朝向達成 UN 2030 永續目標。 

                                                      
37

請參閱孫炳焱、梁玲菁、唐錦秀、李嗣堯、許慧光、蔡孟穎、陳玉翎(2018.04.27)，「合作社稅

賦爭議暨宜蘭大學消費合作社遭不當課稅」之學界意見書，立法委員尤美女辦公室。梁玲菁

(2018.05.09)，「合作社稅賦建議書」，財政部賦稅署相談代表：梁玲菁、陳玉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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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協力模式」創新社會經濟-加拿大住宅合作

發展研究 

與談人：尤美女 立法委員 

立法院 
 

共創一條合作經濟大道 

回溯與合作界攜手合作，是在第八屆立委任期內，立法院開始討論「社

會企業促進法」及「公益公司法」引起我的注意，為釐清社會經濟與社會

企業之差異，2014 年六月辦公室在立法院開起「社會經濟講座」，首先就

邀請梁玲菁老師來幫忙上課，因為欲罷不能連續安排兩次課程。接著投入

《合作社法》修法、協助「勞動合作社」多重稅賦難題、協調「消費合作

社」對外營業爭議、幫忙合作社界拜會內政部長、到協力合作社所得稅修

法。這一路走來，認識許多關心合作經濟的朋友，也對合作經濟有著高度

期待，我們社會正面臨許多險峻挑戰：環境生態惡化、物種瀕臨消失、長

照服務人力嚴重不足、弱勢家庭共宅互助、年輕族群低薪貧窮化、少子女

化與高齡化趨勢…等等難解課題，這些源自資本經濟產出的沉痾，似乎在

力求創新與公益價值的合作經濟裡，看見出路與曙光！ 

合作社很重要的一場戰役，是在 2014 年底行政院提出《合作社法》部

分條文修正案，加上兩位委員(林淑芬、邱文彥)版本進入立院審查，當時因

為故宮員工消費合作社將物品賣給非社員，卻將高額營業盈餘分配給社員

的事件，令社會大眾對合作社充滿負面看法。所以對合作社開放非社員的

修法方向有諸多質疑。後來大家努力開啟朝野政黨溝通、甚至拜會遊說各

黨團辦公室，終於 2015 年 5 月 19 日完成三讀。懷著歡喜與激動的心情，

我代表民進黨上台發表感言：「希望藉由本次修法讓合作社回到原本的公

益性質與精神，真正達到促進“生命、生活、生態和生產”的四生一體的國

民經濟發展。聯合國高度重視合作社的推動，已經將 2012 年訂為合作社

年，台灣雖然不是聯合國會員國，但期待藉由此次修法，能讓台灣合作社

界與國際接軌，讓台灣社會經濟的推展邁向新的階段。」這份協助修法的

感動與初衷，我依然清楚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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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法不足以自行，但是缺乏完善法令更是窒礙難行。政府的角色，除

了維持交易公平秩序與環境，更應積極看見國民經濟需求。我國憲法第 143

條載明「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對於合作經濟的稅法應該充分理解其本質給予合理

的課稅，目前勞動合作社不當的多重課稅現況，已在協調國稅局盡速作出

改善。方能符合 CEDAW 第十三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切適當措施以消

除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對婦女的歧視。」合作經濟是微型經濟體，

只要給予合理的法律規範與保障，在友善的環境下，就能讓想突破現況與

問題的年輕人萌芽出各類新穎、有巧思的合作經濟模式。二十年前，一群

家庭主婦為解決餐桌上食安問題，以共同購買方式改變食材供應源頭，組

成「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為台灣保住自然永續的農地。 

我深深相信，合作經濟將會通往人人安居樂業的幸福國度，讓我們

繼續共同努力打造這一條合作經濟大道！ 

 

立法委員尤美女協助合作經濟修法歷程： 

日期 主題 說明 

2014.04.30 社會企業發展法與公益公司法

之立法討論 

邀請勞動部施淑惠副主任說明立法

原由 

2014.12.18 協商《合作社法》部分條文修

法共三版本：行政院版本、林

淑芬委員版本及邱文彥委員版

本。 

主要爭點：開放非社員交易比例、

刪除對政府委辦業務之限制及設置

合作發展基金。 

2015.01.20 協商《儲蓄互助社法》部份條

文修法 

建議增修協商條文之文字～儲蓄互

助社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8 款（參加

協會辦理之各項社會經濟企業業

務）及第 27 條第 1 項第 10 款（成

立或出資社會經濟企業，辦理社會

福祉事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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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題 說明 

2015.5.19 《合作社法》部分條文修法 

三讀通過 

通過：第三條之一「合作社經營的

業務，以提供社員使用為限，但受

政府和公益團體委託代辦及為合作

社發展需要時，可提供非社員使

用，非社員使用不得超過營業額

50%，並且非社員使用之業務，不

得超過營額 30%；同時，提供非社

員使用的收益，應提列為公積金及

公益金，不得分配給社員。」及第

七條之一「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前

項業務，並落實合作社之獎助，應

設置合作事業發展基金；基金之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行政院訂定

之。」 

民進黨立委尤美女上台發表感言 

2015.07.28 

 

 

 

 

 

 

 

 

 

 

 

 

 

 

 

 

 

 

 

 

 

勞動合作社稅賦協調會(一) 

 

 

 

 

 

 

 

 

 

 

 

 

 

 

 

 

 

 

 

 

 

協商結論： 

1. 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

提供社會福利勞務之免稅規

定，建議應直接修法將「合作事

業團體」納入條文，予明確化，

以根本解決。在未修法前，財政

部同意依照各主管機關對「社

會福利團體」及「勞工團體」的

認定職權，若有爭議發生時，財

政部亦將秉持善意協助處理。 

2. 關於前開對「社會福利團體」及

「勞工團體」的認定 1 節，近期

將再召開第二次協商會議，邀

集財政部、內政部、衛生福利部

及勞動部共商，以取得一致共

識。 

3. 關於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0 款及第 11 款之爭議，合作社

是否適用該等政府委託代辦之

免稅規定，請內政部蒐集案例

及意見函送財政部，必要時請

財政部以釋令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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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題 說明 

  4. 為免基層行政執行時的認知不

一，以致造成徵納雙方爭議，損

及合作事業的經營及基層勞動

婦女的權益，請財政部將相關

解釋函知基層稅務單位，並加

強基層人員認知合作社組織特

性之教育訓練。 

5. 針對稅賦中尚有些未決爭議，

如營業所得稅、重複課稅等事

項，請財政部與內政部及各事

業主管機關了解討論後，，務必

評估如何衡平處理，以期符合

落實 CEDAW 公約及國際相關

公約通行之慣例。 

2015.11.18 勞動合作社稅賦協調會(二) 協商結論： 

1. 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

規定：「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設

立之社會福利團體、機構及勞

工團體，提供之社會福利勞務

及政府委託代辦之社會福利勞

務」免徵營業稅。條文所指「社

會福利團體」及「勞工團體」，

應有明確定義，方足以適用之

疑義，經內政部、財政部、衛福

部及勞動部共同協議如下：關

於提供社會福利勞務之勞動合

作社是否為「社會福利團體」及

「勞工團體」，請衛生福利部提

供認定「社會福利團體」之範

疇，以及勞動部提供認定「勞工

團體」之範疇，並統一由內政部

基於主管機關之許可職責，明

確認定每一接受政府委託代辦

的勞動合作社是否符合該定

義，再函請財政部依據上述條

文比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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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題 說明 

  2. 勞動合作社接受政府委託代辦

之社會福利勞務應有營業稅法

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適用。

如仍有疑義請內政部敘明案例

函請財政部解疑。 

2018.03.20 針對內政部「住都中心」的運

作模式及林口社會住宅的推展

和管理，希望有更多元的思

考。特邀請營建署與住宅合作

社代表與會溝通。 

蔡總統上任後為推動社會住宅，通

過《制定國家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

設置條例》，成立「國家住宅及都

市更新中心」如何從當前偏向市場

化營利及資產化的傳統物業管理模

式，邁向多元且強調「參與自治」

的社區管理至為重要。林口社宅正

是具有指標性作用，應該故鼓勵

「民間團體」積極參與林口社會住

宅的管理和運營。 

2018.04.13 合作社賦稅爭議暨宜蘭大學員

生消費合作社不當課稅 協調會

協商結論： 

1. 宜蘭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為

社員消費飲品有向進貨廠商收

取水電費用及場地維護費；此

究係「非社員營業盈餘」或對

社員提供服務之「附屬收

入」？將由財政部函詢合作社

主管機關內政部依法釋明。 

2. 有關勞動合作社係由勞動者自

組互助模式，並無雇傭關係；

其承攬政府機關委託代辦業務

之收入，係由合作社代收轉付

給社員，不應課以營利事業所

得稅。財政部應盡速於兩個月

內做出統一見解，以免阻礙基

層勞動合作事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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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協力模式」創新社會經濟-加拿大住宅合作

發展研究 

與談人：楊少瑜 科長 

臺北市都市更新處企劃科 

 

合作住宅於現行都市發展體系下之機會 

台灣地狹人稠，土地資源及空間資源有限，在台灣人有土斯有財觀念

根深柢固的狀態下，住宅市場之供給如僅仰賴市場機制，將造成部分人民

之需求無法透過市場機制回應;另一部分,台北房價所得比高達 16 倍以上，

城市競爭力除了空間魅力及就業機會外，年輕人才的培育與安居更是至關

重要。因此近年來，各級政府機關戮力推行公共住宅政策，然而住宅商品

之供給除了政府興辦可負擔住宅（affordable housing）以外,是否有其他機

制可讓住宅供給更加多元，是空間部門單位一直以來努力思索的。 

    談論住宅商品，不能不先討論台灣的住宅政策及都市更新政策。台灣

住宅政策正式始於 1955 年成立「行政院國民住宅興建委員會」，起初係為

安置颱風受災戶及大量撤退至台灣之人民，推出無息貸款方式解決災民安

居問題;後續因應住宅供給之不足，1957 年訂頒「興建國民住宅貸款條例」，

立法目的係以長期低利貸款興建國民住宅為主;此條例執行至 1975 年共興

建約 12 萬 5 千戶，仍有部分中低收入之國民無法於市場上獲得適切之產

品，故於 1975 年訂頒「國民住宅條例」，由政府直接興建國民住宅，出售

予較低收入家庭;然而，考量國宅基金資源有限,1984 年公布「獎勵投資興

建國民住宅作業要點」，至此開始，國宅的興建以獎勵民間興建為主，國

家興建為輔；於 1975-1999 年間,總計興建約 17 萬戶之出售式國宅，最終

因應國宅政策由政府興建轉以提供租金補貼為主，因此興建出售國宅政策

於 1999 年正式告一段落。 

台北市政府前於 1974 年成立國宅處，推動興建台北市之國民住宅; 另

一方面，針對市區內的已建成區域,於 1983 年推出「台北市都市更新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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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後續於 1990 年代以容積獎勵之方式，將舊市區復甦之角色由政府

轉而鼓勵民間推動，隨著興建出售國宅政策於 1999 年告一段落，台北市

國宅處於 2004 年裁撤轉型為台北市都市更新處，正式宣告住宅市場商品

之供給，將以回歸市場導向為主。 

    都市更新條例下所建立之章節架構，現行推動仍以民間實施者興建新

建物佔最大申請案件之比例，這類型案件因係以容積獎勵作為誘因，原地

主可分回一定比例之更新後建築物（總銷售扣除實施者對於都市更新內所

投入成本，即為地主可分回之更新後比例），然而因所有成本均為民間實

施者所負擔，其所分回之共同負擔部分之樓地板面積，其商品定位將以追

求高價位之不動產商品為主。是以，現行都市更新條例制度下，係以容積

獎勵鼓勵不動產業者協助地主將舊屋換新屋，解決一部分之老舊住宅之建

築物生命週期議題，然而，針對現今無持有不動產之國民,仍須透過其他政

策輔助,始可補足住宅市場之產品多元性。 

這次研討會中梁玲菁教授發表「以新協力模式創新社會經濟-加拿大住

宅合作發展」之研究，加拿大之住宅合作發展由人本互助開始，逐步轉型

成為各種樣態的互助組合（如學生合作社、商會合作社等），發展過程中

雖然歷經政府政策調整而面臨轉型，但因過往對於互助經濟的經驗累積，

後續政策的轉型與調整終究回應社會需求。其推動之核心，在於「人本互

助」，這樣的「自立與互助」精神如可被思索在台灣住宅產品供給之供應

上,如何被誘導及誘發，合作住宅之可能，終有機會在台灣被實踐。 

 
關鍵字：住宅政策、合作住宅、自組更新會、都市更新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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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二 

「新協力模式」創新社會經濟－加拿大住宅合作發展研究 

Q&A 交流討論 

 

主持人：臺北大學 孫炳焱名譽教授 

各位，好像已經沒有什麼時間了，我想這樣，剛剛談到臺灣的住宅合作

社，事實上是有現成的例子，張堅華理事主席剛剛進來，他們的基隆住宅合

作社，已經一百年喔！現在還在運作。另外呢？有一個非常不好的例子，就

是臺北市的城南住宅合作社，擁有不得了的資產。結果，把它解散掉，到現

在還在訴訟。所以我們不能光期待政府，也要從合作界本身做一些反省，譬

如說，這個城南住宅合作社大部分的資產是來自於日產，戰前這些都是日本

人的財產，政府就依照憲法的規定，讓這個住宅合作社所有的資產，由現有

的社員共同持有；日本人走了以後，剩下的社員，就把它繼承下來。這土地

都在臺北黃金地段。本來光靠這些資產就可以維持運作，後來把它處分掉，

在處分的過程就有爭執，細節就不贅述。事實上過去政府對合作事業也是相

當照顧的。早上黃淑德理事主席講日本有一個城南信用金庫，對這綠能發電

貸款。事實上，這個城南信用金庫本身就是一個信用合作社。它有專門貸給

社會企業的資金，只要認為有社會價值的企業。即使有風險，也可以借給他

們，它願意幫這些創業的人，共同負擔這個風險。各國的環境都不一樣，但

是可以肯定的說，合作事業要發展，社會上要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就是合作

事業是社會企業的一環，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許多社會問題。這一方面，我們

在合經系教書教了一輩子，我自己也要反省，過去努力不夠，沒有把這個思

想，讓社會大眾來認識。不過，我還是很樂觀，因為成熟的公民社會，才會

有健全的合作事業。我期待目前年輕的一代。他們，比較有看法、有判斷，

而且敢去嘗試，不像我們這一代，都是乖乖聽話的，教育上，就是叫我們要

聽話，現在新的一代、新的公民社會，慢慢在臺灣形成，年輕人非常有活力，

我認為合作事業一定會在臺灣蓬勃發展，我是這樣相信，因為，成熟的社會

才會有合作事業，這是我想在這裡，作為今天這一節的結論，希望大家一起

來努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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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三 
 

政府長照政策與照顧服務勞動合作

社經營策略之探討 

 

    

主持人： 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金會 于躍門 董事長 

發表人：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李桂秋 副教授 

與談人：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有限責任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 

葉俐廷 

倪榮春 

助理教授 

經理 



 



 
 

主持人：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于躍門董事長 

 

各位合作界的前輩，大家午安！ 

我們這一場次，是今年研討會壓軸的一場。今年研討會各個場次所論

述的主題，大致來看都是國際合作事業目前發展的趨勢，也是各國政府非

常重視的議題。可以這麼說，今年研討會的主題和實務界的結合是相當密

切的。 

第一場次，介紹新興合作事業發展的狀況，例如各國發展中的綠電合

作社。第二場次，也是從實務角度來探討公用住宅合作社。現在第三場次，

主要是介紹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合作事業是以服務為目的，因而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是從服務面來定

位自己。文中強調政府長期照護政策與長期照顧服務的經營策略。所以，

這一場次的重點有兩個，一是介紹各國照顧服務政策；二是照顧服務的經

營策略。 

政策方面，撰寫人提出了五個國家的政策；策略方面，則提出了三個

策略。由此瞭解，這一篇文章的可讀性是相當高，而且對勞動合作社經營

管理也是相當有幫助的。 

這一篇文章由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李桂秋教授所撰寫。李教授平常熱

衷於合作經濟的研究，投入很多心血，著作頗豐。 

我右手邊的葉教授為這一場次的與談人，平日投入很多心力於學術研

究，SSCI 的文章相當的多，深受系上重視。 

我右手邊第二位與談人為倪總經理，在臺灣照顧勞動合作社界非常有

名。公務員退休後，開始投入地方照顧服務事業，嘉惠社區鄰里，待會兒

可從他與談中得到很多新的啟示。 

時間有限，我們就把以下時間交給李教授發表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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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長照政策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經營策略之探討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李桂秋∗ 博士 

 

摘要 

台灣 2025 年高齡人口將接近 20％，未來應提昇高齡者的生活品質，使

其「在地老化」「活出自我尊嚴」的幸福共老政策模式。基此，本文首先以

各國政府的長照政策反觀台灣政府長照 2.0 政策，進而提出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之經營策略。本研究經由文獻回顧及深度個案訪談之實證結果發現，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其經營成功之條件包括有實施長照政策的活動場地之

取得、長照人才之培育、活絡資金之充裕、財務公開透明及照服員的善念

能以愛心、耐心及細心作為出發點，加上照服員的專業知識之傳輸。照顧

服務勞動合作社經營必需具備 SOP 標準實施操作手冊並能深耕於區域服

務，提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朝向永續發展邁進。政府長照 2.0 政策之定位

方向亦必需明確，建議政府重視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政府可經由公、私

部門異業之跨領域策略聯盟，共同合作創建高齡者網路資訊平台，長照 2.0 

政策法令鬆綁，讓更多有意願想加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者能夠更易得到

相關高齡化專業資訊及技術訊息，而且讓擬成立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團

體很容易上手成立勞動合作社，期使中年婦女能有更多之就業機會，人力

資源能夠充份有效利用，政府也可以減少長照醫療之龐大財政支出負擔。 

關鍵字：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長照 2.0 政策、經營策略。 

 

壹、前言 

台灣高齡人口比率將於 2025 年超過 20%以上，截至 2050 年台灣將

會成為全球最老的國家之一（林莉莉，2013）。各國在處理長期照顧公共化

                         
∗作者：李桂秋 E-mail:kueichiulee@gmail.com; Tel:04-24517250 Ext.4360; Fax: 04-2451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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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方面有採社會保險制及公共服務制二種取向，為了避免資源的浪

費，採取公共服務制則著重於服務個人，並藉以抑制財務進行財務控制，

但此又常出現於行政繁瑣及使用限制較多的批評（林萬億，2009）。自 2007 

年推動長照十年計畫至今，臺灣外籍看護工快速增長至 22 萬多人，臺灣

本身長照服務的發展顯然是相當薄弱，目前政府政策由於提供的服務不周

延、不普及，民眾的選擇度低，因而形成大量依靠外籍看護工的人力情形。

(林依瑩; 2017) 

雖然政府已於 2007 年提出長照1十年，藉由公共經費提供失能之中低

收入戶長照服務，並逐步培養長期照顧專業人力及建構長期照顧服務體

系，2015 年開始規劃透過長期照顧保險將全體國民納入長照服務保障中。

但由於長照保險所涉及的財務規模過大，政府又於 2016 年提出《長期照顧

十年計畫 2.0; 簡稱長照 2.0》，以公共服務方式實施長期 2.0，其中提到社

區化及在地老化之政策措施。 

長期 2.0 政策有 6 項特色，1.落實在地老化、社區照顧的精神。該政

策偏重於社區型、居家型的照顧服務，並關注於對中度及輕度失能老人的

服務 相對地對於重度失能者的機構安置照顧則著墨較少。2.服務對象擴張

至輕度失能者及亞健康老人之預防老化服務，其中特別規劃由巷弄長照站

來落實。3.包括非照顧性的生活服務，餐食服務、接送服務，均納入公共服

務中。4.長照服務體系及網絡規劃。亦即所謂的長照網絡 A、B、C。希望 

由 A 級長照機構作為區域資源網絡並進行服務聯繫及協調，B 級機構可以

進行專精服務，C 級機構可以在社區里鄰間進行社區在地化服務。5.人力

培育。由於長照服務是人力密集工作，將人力培育及照服員職業地位納入

政策方案中。6.特殊群體另有服務系統安排。換言之，長照 2.0 政策目的乃

是在於建立綿密之長照服務網絡，落實老者在地老化之政策目標，提供民

眾具有較便利性的服務，以提升服務輸送之可獲益性(李易駿，2017)。目前

國內大多數長者對於生活方式的選擇，仍然偏好於居住在自家住宅或熟悉

的社區環境。衛生福利部積極為長輩在社區中打造第二個家，廣佈日間照

顧中心，提供失能者、失智長者日間照顧，協助長者在社區中在地安老(簡

慧娟，2017)。但是未來的老者多屬於戰後嬰兒潮世代者居多，他們會嚮往

                         
1 依據吳肖琪等(2007，P2 )定義「長照」是日常生活功能受限，需他人協助餵食、沐浴、移位等

照護;失能需長期照顧者，也有可能是年輕人，但是它不等同於老人照護、醫療照護或護理照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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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自主的生活方式，未必期待與兒女共同生活，生長於這世代的人希望

與共同興趣的朋友們居住，以互助合作共同分擔照顧費用的居家生活共處

方式(曹愛蘭，2015)。 

政府希望以社區為單位，鼓勵民間服務單位推動多元、連續及全方位

之照顧服務。政府積極發展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團體家屋及家庭托

顧等社區式服務資源等方式進行，社區整體照顧體系的基本理念是期望失

能的長者在住家車程 以 30 分鐘之內的活動範圍內，建構「結合長照服務、

預防、生活支援、住宅、以及醫療」等各項服務一體化之照顧體系。衛福

利部自 2015 年起推動小規模多機能服務，提供長者「客製化、個別化」

的照顧服務。政府整合醫療長照和預防保健資源，向前優化社區初級的預

防功能，向後端延伸在宅照顧，並透過長照服務據點，提高服務補助效能

與彈性，積極落實在地老化政策目標，滿足服務使用者需求，減輕家庭照

顧負擔。(簡慧娟，2017)。 

綜上，本文擬就各國政府的長照政策及台灣現階段長照 2.0 政策探討照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經營策略，經由文獻回顧及深度個案訪談之方式，提

出對政府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經營策略與建議方向。 

 

貳、各國政府長照政策之概述 

    本文係以日本、瑞典、德國及香港等國家之長照政策為例，綜觀各國

政府長照政策俾利提供台灣參考。 

一、日本 

日本目前面臨日趨嚴重的超高齡及少子化的社會問題，其長照機構係

「以人為本」的照護理念，讓老人能夠「活出自主與尊嚴的老人照護模式」

(郭育倫，2017)。日本長期照護係朝向推動「零尿布、零臥床、零約束」之

老人照護自立支援理論2，藉以達到延緩老化失能，提高長者生活品質與尊

嚴為目的（李宜芸，2015）。日本非常重視老人的長期照顧，希望照服員的

照顧離職率能降為零，以便符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高齡化政策。除了調

整勞動制度讓勞工在時間上的安排具有彈性外，更擴充高齡照護設施與鼓

勵智慧健康住宅的改建，促進高齡照護服務活動的產業化與科技化發展(魏
                         
2 老人照顧自立支援理論係由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教授竹內孝仁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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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哲; 2017)。短期政策主要係為調整現有勞動法規與制度，鼓勵企業支援

所屬員工兼顧工作與照護工作；中長期的政府政策則係為推動「智慧健康

幸福住宅事業」以及擴充特別養護老人院制度，提昇高齡者其未來生活環

境。特別是強化高齡者生活品質，加速高齡照護服務的產業化發展，並且

促進高齡照護科技共創平台企業之發展，進一步帶動日本長照科技領域(魏

聰哲; 2017)。 

    東京都稻城市政府委託予溫柔之手株事會社所之經營管理，其服務理

念強調醫療、照顧及社區交流。各項服務內容如下： 

(一) 居家護理:由護理人員到宅提供高齡者緩和醫療、健康管理、注射、

導尿、用藥指導等服務。 

(二) 居家服務：由照服員到宅提供高齡者家事、沐浴、身體照顧或其他

日常活動支援。 

(三) 日間照顧：提供高齡者日常生活照顧、復健訓練、交通接送、健康

維護等服務。 

(四) 居家護理小規模多機能：提供高齡者日間照顧、短期住宿、居家服

務、居家護理等服務，其中短期住宿房間有 9 間。 

(五) 區域診所：提供社區內或高齡宅內住民醫療照顧、健康檢查、或健

康促進服務。 

(六) 區域交流中心：為社區居民提供一個公共活動空間，社區居民可以

在此參與高齡宅辦理活動或課程，也提供親子活動設施。 

基本上，日本服務體系應可分為二個階段、五個步驟、五種情境、四

種結果。所謂兩個階段，係指（一）申請至失能認定、及（二）失能認定

後至使用服務而言，前者又可細分為五個步驟(附註 1)；後者則可由五種情

境(附註 2)進行相關程序。最後，產生使用「機構照護」、「居家照護」、「照

顧預防服務」、及「社區支援業務」等四種結果。 

日本政府致力於照護設施及在家照護服務等項目，期使長照服務之供

給量大幅提升。特別是將「智慧健康幸福住宅事業」列入補助項目、增設

「特別養護養老機構」，以及擴充隨附住宿之在家照護服務等政策措施，並

以民間企業設立的「附設服務高齡住宅」作為主軸，吸引更多異業的企業

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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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出不同異業跨入高齡化照護服務產業(魏聰哲; 2017)： 

1. 為損害保險業者加入高齡照護服務領域：促使保險業者開始跨入至高齡

照護服務市場。 

2. 日本教育服務業者推動據點型附加服務高齡住宅營運模式：希望打造適

合不同世代共同生活的城市據點。並將重點放在居家醫療方面。希望透

過看護制度帶動地區性整體照護產業之發展，此有助於降低社會保障費

用之支出。 

3. 學研 Cocofump Nursing 與提供 24 小時居家醫療網絡服務之醫療法人社

團的悠翔會集團，進行資本合作，建構照護、重症看護、醫療之無縫合

作體系；期望強化附設服務高齡住宅之臨終照護及重症照護，以因應未

來高齡社會之多樣化需求。日本政府透過民間企業投入發展各種高齡照

護服務事業之外，也促使高齡照護科技共創平台業者之出現。 

日本的共創平台係以「保護入住者的身體以及健康」為服務宗旨，開

始係結合外部廠商或研究機構開發各種適用於高齡照護的智慧型機器或裝

置；特別是照護升降機為首，照護輔助機器開始被大家所運用，此項進展

對於人手欠缺的照護服務業者具有相當的助益。日本 NORITSUPRECISION

公司合作開發的「居家守護系統」（Neos+Care），其主要目的係為減少房間

內高齡者的跌倒率；該產品獲得日本產經省「照護型機器人研發導入促進

事業」之「優秀機器認定」的殊榮。此外，日本政府協助外部廠商或學研

機構開發出真正符合高齡照護現場需求的智慧照護輔具或照護型機器人，

進而行銷到高齡智慧照護輔具有需求的海外市場。 

日本有設立歐力士生活創新中心，鏈結本身營運的高齡照護場域與外

部廠商或學術研究機構，共同開發符合高齡者需求的智慧照護裝置（諸如：

照護型機器人等），形成高齡照護智慧裝置的研發共創平台(圖 1)。我們從

日本長照政策觀之，創新與智慧科技機械人的適度使用，並放寬民間企業

導入高齡產業，以異業跨入高齡照護服務產業，藉以增進高齡者的服務品

質。台灣政府應提出短、中、長期高齡者長照政策目標。日本積極採取公、

民營合作的方式發展長照事業，目前以居家服務為優先發展項目，而且日

本講究管理方法與標準程序，截至目前為止已有許多成功案例。 

台灣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即是一種自有、自營與自享的民間組織。若

利用儲互社保險業務與勞動合作社之社間合作，應該也是一種異業聯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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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式。高齡化的共創平台之輔助設施亦可以結合民間企業或是由政府

資金補助結合公、私部門合作的方式進行異業的策略聯盟。 

 

 

        

         x = 

       

 

  x  =   

 

 

 x   = 

 

 

 x = 

 

 

 
 

資料來源：魏聰哲; 2017，頁 128。 

圖 1：「歐力士生活創新中心」的高齡照護科技共創平台之功能 

我們從日本的長照政策經驗得知，台灣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必需有

明確的定位及未來高齡長照發展方向，諸如推動「零尿布、零臥床、零約

束」之老人照護自立支援理論之目的，照服員的照顧離職率降為零等。短

期需要修法，中長期目標係能提供智慧健康幸福住宅事業，重視強化高齡

者生活品質，並帶動長照科技企業的發展，使跨異業領域之企業組織能夠

參與長照事業。 

 

二、瑞典 

根據歐洲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資料顯示，瑞典是歐洲國家中投入最多資金於

長照服務的國家，並且當初由政府（國家、州政府、地方政府）負責統籌

資金，現今已轉成各地方政府依照各自財政能力調整其負擔，其財政負擔

比例為：市政府 85%、個人 3-4%、國家中央政府 12%。瑞典係以「平等、

參與開發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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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為基礎之精神做長照政策3。該國是由公部門機關聘僱照服員來為有

需要的家庭進行照護服務。政府推動「在地老化」的各種配套措施。首先，

瑞典政府認為人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不應成為市場化的商品。因此瑞典的

住宅政策是人民可和「住宅法人」簽約，並依人生不同階段（學生、成年

單身、結婚組小家庭、老年）的需求，以「租屋」的方式過著穩定的生活，

人們無庸擔心買房子的問題。其中「老人住宅」採取完全無障礙設施模式

而建立，並設置住宅委員會管理相關庶務。管理人會一週一次進行訪視，

檢視住戶是否有需要房屋修繕或其他相關待解決之問題。政府還會依老人

的收入情況，發給老人可支配運用的生活零用金。政府措施係為了讓人民

不用背負一輩子房貸，而且能在老年時住在設施合宜的老人住宅裡安享其

銀髮生活。 

為了協助老人能在自家獨立生活其所提供的服務措施，舉凡從買菜購

物、打掃煮飯、洗澡穿衣、協助服藥和輕度護理工作等事項，都在其服務

範圍內。具體的作法是中央政府下放權力給地方政府，由市政府依據其區

域大小，將全市劃分成幾個區塊，每個區塊都設置有「照服員工作站」。照

服員則依據班表前往老人的家中進行服務，並且盡量讓每位老人都由固定

的照服員來照顧服務。如果老人有「夜間照顧」的需求，照服員可以使用

公務車進行夜間出勤。成立的工作站是讓照服員知道值勤班表的工作內容

或是有更動的狀況。目前瑞典 65 歲以上的老人，有 93％是住在家中，其中

約 9％使用居服，僅有 5％則住在長照機構。 

瑞典政府係以持續有給職（計入工時）的在職進修、終身學習等方式，

讓有意想從事社會福利服務的人（諸如家庭主婦，中年婦女），可以藉由「低

門檻」進入居家照顧服務之行業，而且還能夠在工作過程中提升其照顧知

能和服務品質。照服員是由市政府聘僱，加上職業薪資與工作條件均受到

一定的保障，使得居家照顧成為人民最想從事的職業選項之一。 

瑞典政府廣設「老人聚會中心」，鼓勵健康老人來此從事各式各樣的交

誼活動，而且附設餐廳供老人用餐。瑞典政府推動各地設立「老人聚會中

心」的花費並不多，卻能減緩老人的失能與退化現象，還可減少大批的醫

療支出，社會成本減少，老人失能退化現象亦減少，創造雙贏的長照政策

效益。 

                         
3 引介楊佳羚(2017)，第二人生：迎接熟齡新社會運動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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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老人在輕度失智時仍舊可住在自宅內，平時會由照服員安排到「失

智老人日間中心」去參加社交活動，俾便減緩失能。「失智老人日間中心」

和「老人聚會中心」的功能相仿，唯一差別在於「失智老人日間中心」是

讓失智老人在白天能有活動的地方。雖然瑞典政府做老人失能預防、促進

健康以及社區居家照顧等多樣服務，但是仍然有高達七成的比例是由老人

的家人們來承擔照顧。 

瑞典公平的稅賦及分配制度是社會福利服務能夠順利推行的重要關

鍵。例如老人居家照顧服務、老人聚會中心等服務項目是由「市政府」負

責，在稅賦分配上，人民的所得稅是繳交給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一方

面有足夠財源得以提供各項社會福利服務措施，另一方面也可以創造許多

就業機會給在地居民來擔當照服員、職能治療師、社區照服員等職務工作。

茲瑞典長照制度的特色如下： 

1. 高稅賦：瑞典人民的工作所得近有四成需要繳納稅賦。 

2. 居家照顧仍為主流：93％的老人是住在家裡，政府協助改善居家設施、

提供送餐、洗衣、護理等服務。 

3. 國家負起照顧責任：自 1989 年開始，家庭照顧者可申請帶薪照顧假來

照顧老人。 

 

三、德國 

    德國係於 1995 年實施長照保險（Pfelegeversicherung），長照保險給付

和未失能障礙者的照顧服務，其內容與核心價值則有所差異。德國係以「復

健取向」的障礙者政策模式為特徵。將障礙者服務定位為重返社會與勞動

生活的復健服務，具有自決及參與的積極特質，其與失能者由他人維持日

常生活的服務不同。協助障礙者避免、降低、改善障礙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的復健思維，仍是德國障礙政策的核心（Kock,2004）。茲就美國、德國與

瑞典就 Maschke 障礙政策模式及特徵比較說明4(見表 1)。 

                         
4 引自周怡君(2016)，德國與臺灣身心障礙者政策與失能者長照政策的比較分析：復健模式的觀

點，臺大社工學刊，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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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德國、美國與瑞典的障礙政策模式及特徵 

項目 補償取向 復健取向 參與取向 

代表國家 美國
5
 德國 瑞典 

政策功能 補償、隔離 復健、預防 參與、平等 

社會資源分配模式 連帶社群 制度性社團 公民權 

社會政策原則 救助原則 社會保險原則 普遍性原則 

障礙者服務模式 醫療模式 經濟模式 社會模式 

主要政策內容 有限地平衡障礙的

現金、住宅及實物

國家就業方案 勞動

保護法規 預防性實

物和勞務給付 

廣泛社會環境建

構：反歧視法與建

築、公共交通與溝通

財源 私人為主、國家為輔 社會保險費、稅金、

雇主罰款、個人儲蓄

稅收、企業責任、雇

主 

資料來源：引自周怡君，2016，p7。 

 

四、香港 

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6（香港人口推算  Hong Kong 

Population projection 2015-2064）推算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2019 年男性 

82.1 歲、女性 87.7 歲；2064 年男性高達 87 歲、女性為 92.5 歲，而且呈

現三人當中就有一個是老人(高玉華，2017)。安老事務委員會籌劃「安老服

務計劃方案」提出四個主要策略和二十項建設，主要項目包括有： 

1. 加強社區照顧服務以達至「居家安老」和減少住院比率加強社區照顧服

務，以確保長者盡可能於社區生活，減少不必要入住院舍。具體建議的

方向包括加強下列服務：為輕度程度缺損的長者提供的服務、對離開醫

院的長者之過渡性護理支援、暫托服務、護老者支援等；應重新在「安

                         
5 美國多半係由民間經營，該國重視人權、生命價值及自由信仰的國家，希望注重內在，由內而

外讓身心平衡，達到健康的目的。利用民間經營減低國家負擔，讓國家以整體經濟政策方向而

努力。 
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7，人口統計組，〈香港人口推算 Hong Kong Population 

projection 2015-2064〉， 2017.9，頁 56。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15062015XXXXB0100.pdf，2017.7.7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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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規劃標準與準則」加入以人口為基礎的安老服務的規劃比率，並考慮

採用「屋苑為本」的方式預留地方作安老設施；以及採取一系列措施建

立持續性的安老服務勞動力。 

2. 確保知情的選擇及為長者適時提供具有素質的服務，探討個案管理模式

的發展；以及提升安老服務使用者和提供者對資訊科技的使用。 

3. 進一步提升服務效率並整合各項服務加強社會福利、醫療和房屋界彼此

間的合作，例如加強對離院長者的支援、繼續擴大醫療系統的外部服

務、加強醫院和社區服務機構之間的協調、改善社區的長者友善環境等。 

4. 進一步確保安老服務的財政經費並鼓勵責任承擔繼續研究與支付能力

相稱的共同付款安排、促進非政府機構營運自負盈虧服務之措施，以及

探討未來長期護理服務的財政安排。 

 

安老事務委員會強調「居家安老」及財務安排。香港老人多半抗拒入

住安老院舍，公營安老院舍床位亦不足夠，而私營安老院舍，或是費用高

昂或是環境較差，政府要依賴「居家安老」去照顧老人。「居家安老」，就

是老人與家人同住或獨居家中，安老服務團體給予需要者生活上的基本協

助，例如給行動不便而日間乏人照顧的老人提供上門送餐、家居清潔、陪

伴看病等服務，按老人家庭的經濟能力予以收費。 

香港政府從 2003 年開始重組社區服務，其中係針對體弱老年人的服

務，形成了『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發展新的『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還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等措施。近年來並在社區強化『護老者支援服

務』。自 2015 至 2016 年度起，所有新投入服務的合約安老院舍及現有合

約安老院舍在新的合約之下，均會為長者和其照顧者提供生命晚期照顧服

務。合約安老院舍可利用社會署增撥的資源，採用協調及跨專業的方法為

患有致命疾病或長期病患的臨終住院長者提供專業而有系統的全人照顧服

務配套，以及為照顧者提供支援。 

香港在長期照顧的社區服務還處於未完全發展成熟的階段，此亦即是

說明香港長照政策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需要更多新的嘗試來探索公、私

部門如何積極地參與社區照顧服務之事業來服務體弱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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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灣政府長照政策之概述 

台灣罹患多重慢性疾病長者、長照需求者及獨居人口快速增加；由於

家庭照顧者的減少及醫療照護財務與勞動人力之有限情況下，政府於 2015 

年 6 月 3 日公布「長期照顧服務法」。 

長照 2.0 政策之特色係將服務對象擴大納入 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55 

歲以上平地原住民、49 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以及 65 歲以上僅 IADL 失

能之衰落老人，並且增加了失智症照顧服務、原住民族地區社區整合型服

務、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

式、社區預防性照顧、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之服務、延伸至出院準備服務、

居家醫療等 9 項服務（衛生福利部，2016b）。我國長照 2.0 政策為因應民

眾多元長期照顧服務需求，達成在地老化目標，長照 2.0 政策 參考美國及

日本的經驗，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comprehensive regional care 

systems），建置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級）、複合型服務中心（B 級）及

巷弄長照站（C 級），提供民眾普及性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照顧服務。 

無論是社區型、居家型或住宿型皆納入同一法規管理，建置健全的長

照體系，以確保各類長照的服務品質。長照 2.0 政策延伸服務對象至 50 歲

以下身心障礙者，並嘗試發展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強化照顧管理資料

庫系統等，並朝向整合與資訊管理的長照服務及未來銜接長照保險(吳肖

琪，2017)。 

長期照護服務之宗旨在於確保長期照護個案之服務品質、保障長期照

護專業人員之權益、協助建構理想之長期照護體系並促進長期照護專業之

發展。 

若從品質、人力、設備、業務整合及效率等方面來觀察台灣長照現階

段呈現之現象如下：(吳肖琪，2017，P3~P4)  

1. 各類長照人員服務品質呈現有不同差異：政府持續重視機構品質提升相

關的教育訓練、輔導、評鑑與退場機制。 

2. 照服員人力不足：老人照護的相關科系畢業生不進入長照的職場領域、

照服員呈現人力不足現象，目前仍是人力中最嚴重的問題。 

3. 偏鄉長照人力與設施設備仍遠較都會區不足：政府雖於 2010 年開辦偏

遠地區（含山地離島）在地且社區化長照服務體系計畫，提供發掘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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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連結長照服務與培訓在地照顧服務的人力工作；惟至 2016 年發

現偏鄉的長照人力與設施設備仍然遠較都會區不足。 

4. 長照業務有待整合：護理及健康照護司負責照管評估及長照十年衛政三

項服務，社會及家庭署老人福利組掌管長照十年社政五項服務，至於身

心障礙者照顧則屬於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福利組的業務。各類長照機

構在論量計酬下，多傾向由多個專業人員共同服務一位個案，而非由一

個專業人員提供一位個案之多元服務。 

5. 有品質且有效率的個案服務，則必需要有財務的配套措施：2016 年政

府以長照 2.0 政策銜接之前的長照十年計畫與長照量能提升計畫。藉由

補助的不同失能程度個案讓非營利組織提高整合與效率，讓長照服務體

系能發展「機構多功能（一個機構提供多項服務）、」及「專業人員多

技巧（一個專業人員提供跨專業部分功能的服務），來因應臺灣年輕勞

動人力缺口」，將是長照 2.0 政策新的挑戰。 

 若以服務使用者層面而言，目前呈現以下現象：（1）服務內容僵化，

如申請資格、項目及時段缺乏彈性；（2）家庭照顧者支持與服務體系有待

強化（簡慧娟，2016；衛生福利部，2016）。依據林依瑩(2017)文中指出台

灣長照服務發展薄弱的原因：(1)長照政策的核心價值之定位不明確。(2)長

照服務發展缺乏「區域深耕」之思維7。 

因此，為有效促進更多長照服務提供單位之投入，並引導服務單位進

行區域發展的深耕，以培育多元整合的優質服務，提升長照量能，進而取

代外籍看護工的照顧服務，應該是現階段長照政策的發展主軸(林依瑩; 

2017)。 

長照 2.0 政策提到「以在地化、社區化原則，提供整合性照顧服務，

降低服務使用障礙，提供在地老化的社區老人、身障者的綜合照顧服務。」

由於失能者多半伴隨了多重慢性疾病，未來若能結合健康照護功能，包括

醫療照護與身心健康促進等功能，將會有助於提供個案綜合的照顧服務(吳

肖琪，2017)。 

                         
7
 依據林依瑩的主張應該在區域深耕的思維是希望鼓勵同一單位在一區內深耕多元服務。由於要

跨大區域奔走提供服務，交通車程的擴大，促使服務更加片段化，而且難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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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 2.0 有關 C 級(巷弄長照站)的設置任務有：1.由長照服務單位廣

為設置，鼓勵社區基層單位投入辦理，充實初級預防照顧服務。2.提供社區

具近便性的臨托服務。3.促進中高齡人力資源再利用、儲備照顧服務員人

才。服務內容有：1.短時數照顧服務或喘息服務（臨托服務）。2.營養餐飲

服務（共餐或送餐）。3.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惡化服務。4.就近提供可促進

社會參與之活動。C 級(巷弄長照站)乃是落實在地老化之政策目標(李易

駿，2017)。 

依據孫智辰(2017)建議 C 級(巷弄長照站)如下：1.建構跨區共好互助服

務模式，避免產生跨區居民情感疏離問題；2.加強宣導和說明社區整體照顧

機制，以取得在地居民的認同與支持；3.建立定期專業服務之巡迴制度；4.

提供交通接送機制；5.規範照服員職責與徵才制度；6.建立專屬長照的志工

隊及規劃相關訓練課程；7.政府簽署產學合作案規範服務內容；8.擬定服務

同意書確保權責；9.活化據點空間，保障服務對象使用權益。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確實可以實施政府長照

2.0 政策達到社區互助共好服務特質與要求，使老者在地老化並且有助於社

區發展。 

 

肆、台灣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面臨之問題與解決方案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於 2013 年底確認第二期中長期計畫，其中有關於

高齡者照顧服務目標係希望於 2020 年之前能夠推展至社區照顧服務。照顧

服務勞動合作社主要的營業服務項目包括有 1、社會福利補助之『長期照顧

服務與長期居家照顧服務、日間照顧服務、臨託照顧服務、居家護理服務

及其他辦理相關原住民族事務之業務』等社會福利服務相關業務。2、醫療

院所之照護服務業務。3、政府委辦業務等他項業務。 

台灣長期照護品質仍然存在許多問題有待我們去面對與處理(郭育

倫，2017，p114-116)： 

1.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長者需要有發揮最大自主性的空間：提供長者生活

化的居家環境，保有個人的居住空間，可讓長者佈置自己的房間，擺設

喜愛或熟悉的照片與物品，於床頭播放喜愛的音樂等，以達到生存根本

需求之舒適度。此外，社交活動是滿足長者身心健康很重要的一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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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維持身體活動功能，亦能增進自我認同。故安排長者與他人共桌用

餐，或結合兒童與年輕人的力量，安排團體或個別性娛樂活動，在陪伴

中滋養長者的情感，在遊戲互動中與長者共享歡樂時光，對提升長者之

社交互動及身心靈健康均有所助益。使高齡者從失能中看見自己還有許

多的能力，進而擁有自主與尊嚴。 

2. 台灣長者需要足夠且受過專業訓練的照顧人力，目前仍然呈現照服員人

力不足的現象8：建立有系統的照服員訓練制度、證照考試制度及升遷制

度。目前照顧服務人力主要由勞動部、教育部及各縣市衛生局負責培訓， 

2004 年開始辦理照服員職類丙級技術士之認證，以接受 90 小時的訓

練課程為基準即能取得證照（衛生福利部，2015），相較於日本證照考

核須經過三年實務經驗且 450 小時的時數的照護訓練課程，並通過所要

求的學科考試，相較於台灣則無明確認可的專業定位，加上薪資低、升

遷機會少，導致照服員工作成就感低、流動率高，出現人力供不應求的

困境，進而影響到照護品質且明顯呈現照服員人力不足的現象。 

3. 台灣長者需要機構安寧照護的介入：臺灣目前安寧照護的對象多以癌症

患者為主，且服務地點集中於醫院的安寧病房及重症單位，反觀長照機

構的安寧照護資源甚少，甚至迄今仍無安寧照護服務的介入。長期照護

的最後一哩路勢必要與安寧照護結合，培養對長者的尊重，不論是推動

居家、社區或機構安寧，都能讓長者在世時身心安適，在臨終時能有尊

嚴的辭世。 

「向前延伸預防失能、向後銜接在宅臨終安寧照顧，以期壓縮失能期

間，減少長期照顧年數」；未來長照體系若能搭配補助居家照顧服務，協助

居家安寧照顧與急性後期照護，將有利於減少住院，推廣社區及居家照護

與在宅臨終安寧照顧等多元服務。 

由於許多老年人多半不太喜歡離開自己的生活家園，若將老年人安置

在家裡，如果欠缺專業知識照顧，當發生意外時後果非常危險，特別是失

                         
8 依據倪榮春(2017)認為台灣長照人力不足原因有工作辛苦、沒有尊嚴，但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低

薪」。倪經理鼓勵多成立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合作社沒有中間剝削且財務公開透明。目前該

社已累積有 380 個案；照服員 62 人，居服督導 6 人，社工 1 人，總共 69 人。該社時薪已

調為 182 元，照服員一個月(工作 22 天)薪資加交通費及有專業證照者其月收入計有 38,032 元，

照服員的離職率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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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失能的老年人，故小型機構興起的優勢是「小而便利」，小型機構的地

理區位通常是位在於住宅區域範圍內，比較在地化，對於不想離開自己生

活區域太遠的老年人是較優先考慮的機構式服務，此也較符合老人親近化

的趨勢(黃淑奕、丘昌泰，2016)。照服員人數短缺、長照人員專業訓練不足、

城鄉資源失衡、長照機構與社區資源的連結未盡順暢產生諸多實際問題(王

薏絜、伊佳奇; 2017) 

依據郭育倫、黃淑奕及王薏絜、伊佳奇等人之研究發現，台灣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確實可以藉此發揮照顧服務高齡者之功能，也可以改善照服

員的人力不足現象，並可以培育專業長照人才的訓練。 

台中市政府對於長照政策方案採取的策略包括有：(1)高齡業務及組織

的整併。(2)以鄉鎮市區為服務劃分區域的主要依據。(3)推動特約式的委託

關係9。(4)推動整合支付評估及服務10。各項提升長照的具體措施應為中央

與地方相互共同的合作，方能有充份空間來建立良善的政策執行力。建立

合理的支付制度及合適的整合型服務模式，應至少有下列四項模式的測

試：(1)居家服務包裹式模組;(2)數項服務包裹式模組（分項支付）;(3)數項

服務包裹式模組（單一支付）;(4)數項服務包裹式模組（政府補助+自費）(林

依瑩; 2017)。 

 
伍、台灣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經營策略模式 

本文擬就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提出 3C、3RISE11與 QSC 經營策略模式

如下： 
 

一、3C 策略 

所謂 3C 策略，亦即是顧客 (Customer)或社員之需求，為合作社

(Cooperatives)規劃出競爭力(competition)之策略。勞動合作社必須環顧總體

                         
9 目前中央長照十年計畫都納入縣市預算編列得由縣市首長認可後採行政契約方式委託之。符合

上述民間資源有意加入合約者，得另簽奉縣市首長核可後再行簽訂契約。並以特約模式進行與

民間之委託關係，其行政程序更為簡便與靈活。 
10 現行長照管理中心評估模式忽視照護需要者需求，無法反映失智症者、自閉症、精神功能障礙

等之需要：包括一般看顧以及安全看顧的需要，使得數量日漸增多的失智症患者，以及其他原

因肇致日常生活溝通能力受限的照護需要者，無法提供其足夠的協助，未來仍需以其他多元評

估量表補其之不足。 
11 李桂秋，邁向現代化勞動合作社成功案例之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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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變化，諸如：技術、政治法律、經濟與社會環境等因素之影響。照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提供的服務是否符合社員的需求，在市場中照顧服務勞

動合作社能否與其他企業界相競爭，其所提供的服務是否有其特定的優

勢。亦即勞動合作社若要在競爭市場中長期永續經營，除了要滿足社員其

就業之需求外，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與社員之間必須建立有效的溝通管道

(Gaudiello, et al,2016)。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所提供的服務必須與競爭對手

有所區隔，它必需具備其特色及人際關係外，同時在面對競爭者的衝擊時，

應建立市場偵測體系，不斷的吸收市場競爭資訊，藉此強化其競爭優勢。

如此，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才能有生存的利基與長期永續發展空間。 
 

二、勞動合作社組織成功準則 3RISE 模式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係自助互助之組織，為爭取社員福利在待人處事

方面，我們可以 3RISE 模式經營。茲就全方位的優質服務說明如下： 

(一) 3RISE 

  1.「3R 主義」 
   Response，反應：是指一個團隊做事要快速回應 

   Responsibility，責任：合作組織要社員大家參與負責 

   Reliableness，信賴: 照服員做了之後要讓受照顧之長者能產生信賴與

信任(Borzaga and Fazzi;2014) 

  2.「3I 主義」 

   Inspiring，激勵：是指照服員做事要有活力，要機靈振作。 

   Improvement，改善：大家要懂得隨時檢討與改進。 

   Innovation，改革：要不斷創新，接受新思維。 

  3.「3S 主義」 

   Simplification，單純化：照服員的工作流程儘量單純化。 

    Standardization，標準化：設訂一套標準化的工作流程技術與輔具設備。 

    Specialization，專門化：培養照服員專業化的照顧技術及特色。 

  4.「3E 主義」：凡事要儘量追求經濟效果、效益之綜效。 

    Economical，經濟 

    Effective，效果 

    Efficient，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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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貫徹 QSC 三原則 

1. Q(Quality)品質第一原則：無論何時何地，勞動合作社組織對品質的要

求都是一致的，永遠不會有分家之虞。服務規格都有一定的模式，只要

照著規定確實執行，事業就會日益繁盛。 

2. S(Service)服務至上原則：服務至上，意指被照顧服務高齡者上門時的

接待方式與服務態度。一般而言，無微不至的服務，能使品質優良組織

更具魅力。關於服務的重要性，又可分為下列六點：(1)服務迅速而態

度誠懇;(2)禮貌親切週到;(3)語調清晰正確;(4)心存感謝，常懷親切;(5)隨

時保持笑容可掬; (6)提供售後服務。 

3. C(Cleanliness)清潔衛生原則：近年來由於國人的生活品質逐漸提昇，相

對其衛生品質的講究也日益殷切，對於照顧者保持清潔衛生應是首要之

課題。 

依據 Gulatii Mitu G.等( 2002, p3~4）提出勞動合作社經營成功之條件： 

1. 透過自發性的委任管制方式，可促使人力資源達更有效管理。 

2. 合作社能夠有效的競爭對抗資本化管制之企業。 

3. 採用平等工資的架構。 

4. 各階層勞工需採取民主制。 

5. 維持合作社資本之累積和長期生存能力。 

上述 3RISE 與 QSC 三原則應用至社區整體照顧體系，其基本理念希望

失能長者在住家車程 30 分鐘以內的活動範圍內，建構「結合長照服務、

預防、生活支援、住宅、以及醫療」等各項服務整體化之照顧體系。 

陸、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個案訪談分析 
本文係以文獻回顧與深度個案訪談方式，探討暹宸、育成及台中市 4

家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經營現況說明。 

(一) 暹宸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暹宸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會不斷地提供社員各種教育課程，使社員學

有一技專長；政府並以各種補助方案，對該社提供各項優惠、教育及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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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輔助社員提升競爭力；該社有固定的收費標準，自然消除了新進廠

商的威脅、競爭者的對抗，且降低案主的議價能力。茲就 SWOT 分析暹宸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經營情形(見表 2)。 

暹宸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其經營業務項目如下： 

1.居家照顧業務; 2.老人之家照顧服務業務;3.原住民銀髮族俱樂部;4.承攬政

府委辦社會福利服務相關業務;5.協助原住民同胞籌組同性質合作社;6.義務

協助都會區原住民就業服務管道。 

表 2：暹宸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 SWOT 分析表 

優勢 
Strength 

1. 各級政府設置原住民勞動合作社輔導小組。 
2. 政府對原住民勞動合作社的保護政策。 
3. 有固定的業務區域。 
4. 政府對看護費用酌予補助。 

劣勢 
Weakness 

1. 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有刻板印象。 
2. 社會大眾對照顧服務認知不足，拓展業務不易。 
3. 社員幾乎全為兼職，對組織向心力不如正職人員來得強。 
4. 規模較小。 
5. 人才受限。 

機會 
Opportunity 

1. 受政府政策之鼓勵。 
2. 政府為協助原住民勞動合作社營運發展，視其經營狀況、業務

承攬能力等情形，補助房租、水電、通訊費等費用。 
3. 由於社會高齡化、雙薪家庭、專業分工以致於需要的照服員的

人數增加。 

威脅 
Threat 

1. 私人照顧機構成立家數逐年增加。 
2. 外籍看護工收費較為便宜。 
3. 外籍勞工之引進，會減少該社業務量。 
4. 法令制度，即政府對合作事業的態度及觀點會影響到照顧服務

勞動合作社之發展。 

資料來源：李桂秋，(2011)，邁向現代化勞動合作社成功案例之研究。 

 

(二)有限責任高雄市育成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12   

育成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係於 2010 年 1 月 11 日設立於高雄市林園區，

創辦當初是因為中高齡者就業的困難而成立。該社服務內容包括居家服

務、居家清潔及醫院看護等，且致力於推廣居家服務。2011 年起承辦三民

地區之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2012 年 3 月起增加鳳山地區；2014

                         
12 107 年 3 月 30 日經由台中市政府舉辦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經營問題探討之座談會，邀請蔡起

旭理事主席分享育成勞動合作社現況及經營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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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起服務區域由 7 區擴增為 12 區。2016 年 12 月 20 日起該社承接長照

2.0 政策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鳳山區 B 級複合型服務中心。社員人數由 2009

年 7 人增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 122 人，其間社員人數之成長約近 18 倍。

2013~2016 年曾獲得內政部合作事業考核評定優等評鑑。 

育成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其服務目的 1.提供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身

體照顧及家務服務之日常生活協助，提昇生活品質。2.連結社會資源增加失

能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支持網絡，維護其尊嚴。該社運用照服員（社

員）至個案家中提供身體清潔、家務整理、陪同就醫、餐飲服務及陪同休

閒等居家服務及喘息服務，截至 2018 年 2 月底為止，累計曾經服務有 1, 854

名老人及身心障礙者；2018 年 2 月正在服務之個案數為 562 位(老人 358 位、

身心障礙者 152 位、長照 2.0 包裹式服務 52 人)、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

貼督導訪視服務共 15 名。顯見其經營成效斐然。育成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目前設置有專人負責會計業務，達到財務金流透明化，以社區關懷為據點。

育成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在創新管理方面本著服務品質、人員管理及教育

訓練三構面的均衡發展帶動該社不斷的向前邁進成長。 

育成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認為經營成功的條件必需要有好的人才，才

會有好的創新想法，好的人才可以帶領合作社永續發展，為持續發展勞動

合作社則需要有好的服務品質，人員管理的範疇，教育訓練，一套增強的

機制就是要服務有其一定的穩定性和專業的服務技能。在個案實務分享方

面，育成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認為需要重視事情的發生，並知道如何去解

決問題，發生事件的經驗是非常寶貴的，勞動合作社必需做成 SOP 操作手

冊，讓新手碰到同樣的事件時能夠知道如何去解決問題並予以處理。 

該社亦與育英醫護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作產學合作，接受學

生至該社進行為期 2 個月之居家服務實習，藉由學生至案家實習過程中，

把歡樂的氣氛帶給案主及其家屬。該社認為好的源頭管理才能夠提供好的

服務品質，進而使案主滿意。此外，提供照服員、專職員工相較比同業高

的薪酬、提供好的願景，也會使育成勞動合作社的照服員離職率低留社的

穩定性高，並且在成立至今八年期間照服員的經驗中不斷從中修正錯誤，

而且已訂出最適當的 SOP 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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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中市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概況 

 本文係以大台中地區 4 家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為例，利用深度個案訪

談方式及 SWOT 模式分析，探討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其面臨之問題與解決

方案。 

1. 有限責任台中市居家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1)現況介紹： 

台中市居家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係於 2008 年 10 月 1 日成立至今，原

先是由非營利基金會轉為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該社於 10 年前即已架

設網路訊息，以網路行銷方式提供居家照顧服務為主，並且對案主提

供做簡易打掃及煮飯。目前該社場地約有 125 坪係以租用方式經營。

組織內有 3 個團隊亦即分配三位組長建構居家、醫院與社區整合式養

生照顧服務模式，屬於 A 級複合型服務中心，目前服務人次約二萬人，

期望媒合二度就業婦女之工作機會，以補足照顧服務的人力不足。該

社曾多年獲得台中市政府核定優等評鑑。 

(2)當前長照的困難如下(黃國達13，2018)： 

a. 長照人力持續的短缺。 

b. 長照服務很難標準化，必需重視照顧服務的風險及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其單位的名譽問題，儘量做好照顧服務工作。 

c. 政府依行政法委辦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長照案件，不適用免稅的

優惠，對於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其成立之精神、優勢，均無法享有

合作社應有的功能。 

(3)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經營之成功條件： 

a. 必需做好政府的每年一次的評鑑工作，因為勞動合作社業務量的評

鑑結果會影響到勞動合作社其經營之好壞。並且認為都市型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相較比偏遠地區容易好經營。 

b.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場地使用若能夠充裕，月租金若能不超過 6

萬元，且資金、人力與技術都較為充裕時，則經營照顧服務勞動合作

                         
13 採訪黃國達主任其在長照的實務服務經驗已有 10 餘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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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是可以成功。 

c. 照服員能夠把照顧服務工作做好，在良心上盡力做好工作，強調「公

德說」，讓每一位老者能夠維護享有其生活尊嚴。照服員其本身若

具有耐心與愛心則相信不怕接不到個案。 

d. 經營照顧產業規模必需要擴大、做大，如此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才

能夠永續經營，否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仍然無法享有規模經濟之

利益。 

(4) 建議事項 

a. 希望政府針對相關法令與法規一併檢討其合理性，諸如公安消防設

備之認定較為嚴格，此讓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其本身對於不太瞭解

公安消防的合作社，造成困擾致其經營過程受到影響。 

b. 檢討政府長照政策的發展，鼓勵擬從事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能夠享

有免稅或優惠稅率。 

c. 建議政府可以多多鼓勵台灣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成立，如此可以

使其組織規模達到經濟效益。 

 

2. 有限責任台中市清心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14 

2012 年 8 月 25 日由一群在中部某著名護理之家；具備照顧服務的專業

同仁(包括醫師、護理師、復健師、照服員等共計 61 人）共同創立：社團

法人臺中市照顧服務管理協進會，並於次年 5 月份開始營運。2017 年 5 月

1 日由居家喘息照服員 37 人共同創立清心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於同年 8

月承接居家喘息業務，2018 年 3 月承接居家服務業務。該社創社之動機與

目的有 1.為解決社會問題-長期照顧服務提供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照顧居

家務服務之日常生活協助，改善並提昇生活品質。2.利益共享原則-連結社

會資源並協助社區失能老人、身心障礙者與家屬，提供平台媒合並創造就

業機會。3.社會期待朝向社會企業腳步邁進以解決長期老人照顧問題，並且

增加就業人口之比率;幫助弱勢族群的家庭能夠得到更多協助。茲列出該社

之組織架構圖如圖 2。 

                         
14
本文採訪清心勞動合作社林宜嬛經理，林經理過去曾在社福協會服務經驗有將近 30 年的實務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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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清心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組織架構圖 

 

清心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屬長照據點 B 級複合型服務中心，目前社員

已經達到百餘人。接任衛福部派案有 120 個案，2017 年居家喘息服務補助

款 1 千餘萬元;2018 年居家喘息服務補助款 2 千 400 萬元，居家服務補助款

近 83 萬元，上述補助款大多數用於社員薪資及房租等費用。林經理表示該

單位的優勢係由於該社經理過去從事照服員的多年經歷，能夠了解照服員

的心理。社員每小時的時薪 250 元，相對比其他組織之時數酬勞較高，社

員穩定性強可以留住社員。林經理並表示目前不打算把單位規模擴大，她

認為能有多少能力再做多少事。此外，林經理亦表示該社社員與合作社的

關係並不是老闆與員工之關係，大家互相合作彼此相處和諧，強調人與人

之間的「溝通」關係。目前社員中已有八位在職進修中。該社當前經營面

臨之問題是政府的補助款有延宕，或許是派案的身份別資料與衛福部所提

供的系統資料不相符，導致補助款未能按時發放，此易造成照顧服務勞動

合作社的週轉金不足。該社亦擔心未來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稅賦繳納之問

題，以及在申請政府長照 2.0 政策計畫案時，申請條件係歸類在社福部門，

政府並未將勞動合作社涵蓋在長照 2.0 政策項目內。希望政府應重視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之長遠發展。 

 

理事會 監事會 

社員大會 

理事主席 

經理 

財務組 行政組 居家喘息 居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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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限責任台中市大台中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15  

大台中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係於 2015 年設立，當時社員僅有 20 位，

該社大部份是從事居家服務之業務。 

茲提出有限責任台中市大台中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SWOT 模式分析

(見表三)。謝執行長說明如果要準備成立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其流動週轉資

金必需具備有 180 萬元。過去不合理的現象是居家督導員必需輔導 60 個個

案，政府才會支付薪津，現在則是由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來支付社員薪津。

該社擬從社區照顧服務業務為出發重點。而且謝執行長提到照顧服務勞動

合作社必需要有願景，將長照事業當作社會企業的方式來經營。一般照服

員的去留多半會以時數價格的多寡作為去留合作社主因，所以照服員本身

必需具有愛心及耐心來對待服務的案主，特別是社員必需具備有愛心的特

質，才能將長照事業辦好、做好。 

 
表三：有限責任台中市大台中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SWOT 模式分析 

優勢 
1. 長照 2.0 政策服務對象變大，經費

變大。 
2. 由於“錢”之誘因，使得照服員之取

得來源相對比較容易。 

劣勢 
1. 若是新成立之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擬拓展新業務時相對會比較困難，

該社通常會從社區照顧服務業務著

手。 
2. 由於資金不足，長照專派案需要 6

個月的評估，以致無法支付社員薪

津。 
3. 政府行政作業程序繁瑣，核銷後補

助金的發放又比較慢，影響社員領

取薪津，造成勞動合作社資金週轉

困難。 
威脅 
無 

機會 
1. 由於政府長照 2.0，創造很多社區型

居家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社員就

業機會。 
2. 只要肯做、努力做，相信政府 2.0

政策是可以創造很多的中年婦女的

就業機會。 

                         
15 採訪大台中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謝瓊惠執行長，謝執行長進入社福服務工作已有 7 年以上的長

期照顧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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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限責任台中市家圓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16  

台中市家圓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係於 2017 年 4 月成立，資金投入 30

多萬元。1 股 10 元，以 100 股計入，最高 15 萬元，社員必需以 1,000 元方

式入股。該社係屬於 B 級複合型服務中心經營居家喘息業務，社員時薪 300

元，社員相當滿意。2017 年 9 月正式開始接派居家照顧服務工作，由於該

社成立的時間較短，去年經營係屬於負債虧本的狀況。專職人員實際上並

沒有領取薪津。該社社員一個月可以有 3 萬元的薪津，其中又以中年婦女

居多，年齡層平均在 40~50 歲左右。目前合作社 1 個月近有 40 個案，該社

必需要多多探訪新案，並幫忙社員撰寫政府的申請企畫派案。該社希望政

府在申請企畫書的程序上能夠簡化。2018 年 1 月份衛生局告知採取包裹式

給付方式，但是 4 月份衛福部所提供的軟體資訊系統剛上線系統呈現不穩

定現象，造成該社補助金無法很快發放。依據許女士的口述認為民間成立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應受到憲法保障享有免稅的優惠措施，但是在實際操

作經營上並未得到政府的優惠措施，國稅局認定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是屬

於營利單位。建議希望政府可以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營業稅。此外，有

關社員投勞健保之問題，目前社員多半會投入工會繳納會費加入工會的勞

健保制度，但是社員並未享有工會的任何好處，仍然必需繳納會費。目前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並不能幫助社員投保勞健保，勞動部認為社員並非是

雇員身份，但是社員希望勞動合作社可以幫忙社員解決其勞健保問題。此

也是該合作社目前所擔憂之事情，該社希望政府能夠幫忙解決社員勞健保

之投保事件，建議讓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能夠幫忙解決社員投勞健保。 

該社最近接到衛生局通知，希望他們另外附設機構-附設臺中市私立家

圓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此顯示政府當局實務上並不太支持照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成立，而且成立另一附設機構是不是說明該社要多一

個統編?必需準備兩份的帳冊?以及必需多付一筆記帳費用。 

該社未來擬從事培育照服員的教育工作，並利用長照中心的派案儘量

來接案，此外該社亦希望未來能有機會拓展做老人之輔具業務。 

茲彙整上述台中市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其背景資料說明(見表四)。 

                         
16 由於家圓勞動合作社理事主席出國，本文採訪行政人員許孟淋女士，許女士曾在養護機構服務

有 7 年之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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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台中市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背景資料表 

勞動合作社名稱 業務項目 社員

人數

股金總額 受訪者 

有限責任臺中市居

家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 

1.承攬醫院、安養護機構照

顧服務。 
2.社區托老、居家照顧服

務。 
3.政府委託照顧服務、居家

服務業務。 

19 1,306,000 黃國達 
主任 

有限責任臺中市清

心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 

承攬長期照顧服務相關業

務、政府或公益團體委託代

辦照顧服務業務、承辦照顧

服務員培訓。 

37 975,000 林宜嬛 
經理 

有限責任臺中市大

台中照顧服務勞動

合作社 

照顧服務派遣。 22 150,000 謝瓊惠 
執行長 

有限責任臺中市家

圓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 

承攬一般照顧服務及其相

關教育訓練之業務、政府委

託代辦照顧服務勞務事項。

36 325,000 許孟淋 
女士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提供參考。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老年，不是用來等待生命的結束，而是開啟另一個全新的世界。老

人，不要成為社會的包袱與負擔，而是要有智慧、正能量地開啟其新天地、

新面貌，持續能回饋社會」讓我們共同努力營造合作人的「共好共老的幸

福生活圈」。未來我們希望讓高齡者能夠活出自主與尊嚴的老人，利用照顧

服務勞動合作社模式將是台灣政府長照政策未來極需努力方向之一。 

台灣人口老化比例不斷攀升，雖然政府的長照 2.0 政策業已實施，但是

目前仍然呈現照服員人力不足之現象。為使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社會服

務功能充分發揮，照顧中年婦女之工作就業機會並負起照服員人才培訓之

教育工作及充實照服員具有專業技能。政府應該重視照顧服務勞動合作

社，而且合作社的財務亦必需公開透明化，讓社員安心做好其照顧服務之

工作，我們相信政府長照 2.0 政策措施將會更為落實，政府未來將可降低龐

大的醫療財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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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茲依據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個案深度訪談之結果，提出對政府及照顧

服務勞動合作之建議如下： 

 

(一)對政府提出之建議： 

(1) 政府應宣導長照 2.0 政策，讓民眾更加瞭解政府長照政策之定位方

向，讓民眾能善加利用政府政策之美意，改善並延緩高齡老者失智

與失能現象。 

(2) 長期加強對老者的社區照顧將社會住宅納入長照服務法，且運用各

種先進的輔具和設備，讓輕度和中度失能者能有尊嚴的獨立自主生

活，如此降低照顧服務的社會成本，政府的財政支出亦可相對的降

低與減少。 

(3) 加強民眾對老年人的關心與照顧之教育宣導，以及教導老者能夠學

會自我自立支援的教育宣導，期使社會大眾重視「敬老尊賢」及老

者的尊嚴，促進社會和諧的發展。 

(4) 政府法律的不當會造成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相當程度的影響，有關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相關法令，政府應該予以鬆綁，為勞動合作

社之社員解決其法令問題(諸如稅賦問題)。 

(5) 加強對民眾與合作社社員的合作教育宣導及成立勞動合作社初期

時的教育輔導。 

(6) 政府應每年評核出表現傑出的勞動合作社給予適當的優惠補助方

案，諸如補助金、免稅及優惠待遇等。 

(7) 政府應加速建置在地化的社會福利網絡，讓長照服務成為所有人民

的基本權利。積極建構民眾人力就業網絡並開辦就業輔導及培訓業

務，尤其是照服員的培訓工作。 

(8) 中央與地方縣市政府需緊密結合，共同研發完整補助金系統，方能

透過健全合理的支付制度改善臺灣長照之困境，促進長照服務的發

展，以因應臺灣快速老化帶來的嚴峻環境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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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產、官、學共同合作規劃活動評估及帶領的技能可以列入長照機構

照服員在職教育訓練的內容17。 

(10) 政府可以仿照瑞典方式，廣設類似「老人聚會中心」讓老者從事各

式各樣的交誼活動，使老者失智失能現象減緩，老人身體若是健康

則可以減少政府大批的醫療支出，降低政府的財政赤字。 

(11) 政府應提供社區婦女在地化進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機會，

並支持社區婦女持續性的在職進修，使得在地的家庭主婦再度就

業、經濟也能夠獨立、免於將來老年而貧窮，期使家庭婦女成為社

區照顧工作的主力。 

(12) 利用產官學建教合作方式，讓莘莘學子能夠提早接觸到高齡化老

者，使老 、中、青代能夠和諧共處，並幫助高齡者愉快的渡過晚年。 

(13) 政府可將經營成功之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案例推廣至全國，讓有意

願成立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或是剛成立不久的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參考學習。 

(14) 未來可由政府輔導成立縣市級的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聯合社，加強

聯合社對各個單位勞動合作社之輔導。 

(15) 衛生福利部的補助對象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列屬於公益法人，建

議政府應明確訂定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正式列入補助可以申請辦理

居家服務業務之對象。 

(16) 衛生福利部的長照補助系統呈現不穩定，經查是照服專員登打案主

身份別弄錯，導致系統資料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彼此在核對資料

時不符，建議衛福部的長照系統不要常常更換，導致系統呈現不穩

定，如此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亦能夠按期收到政府之補助金額，而

不需動用該社週轉金來支付照服員的薪津。 

                         
17 依據莊育冠等作者(2017)之建議提出辦理靈性活動可提升高齡者內在和外在的動能，可以協助

個體獲得生命價值。因此，將其規畫活動及技能視為教育訓練的內容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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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提出之建議 

(1) 利用儲互社將保險業務納入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社間合作，促

進高齡老者長照的生活品質能獲得改善。 

(2) 創新與高齡智慧型住宅的開發與輔具設施之研發可與民間相關企

業策略聯盟，共同建立高齡科技共創平台中心。政府相關單位則可

從旁協助與輔導。 

(3) 提供良好的社員教育訓練課程，培養社員們專業之工作技能，並協

助社員尋找適當的工作機會。 

(4) 建立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聯合社模式，協助擬成立勞動合作社相

關業務之推展創造就業市場與落實社會福利。 

(5) 強化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其社務業務督導、人事考核功能並提昇服

務品質。 

(6) 結合地方資源，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7) 利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社會功能推廣合作教育。 

(8) 建立使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經營地點明顯易見且能設立照顧服務

勞動合作社專屬的網站。 

(9) 為提昇社員的向心力，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應定期舉辦相關「人際

溝通」的老人交流聚會活動之場域。 

(10) 讓技術有效的移轉及資源的共享並建立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社員

獎懲鼓勵制度，相信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有公平合理的照服員升遷

管道，定能吸引年輕人加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團隊。 

(11)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需以合作精神、原則為核心價值，並以企業化

的經營方式理念經營。 

(12)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必需與當地之社區經常互動合作，藉此建立勞

動合作社良好之社會形象。 

(13)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本身需建立完整 SOP 標準流程操作手冊，讓社

員將來可能發生的風險或意外事件能夠降至最低。 

(14)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應加強「區域深耕」的思維，促進照顧服務勞

動合作社經營邁向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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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提出申請至失能認定流程（五步驟） 
1. 步驟一：由被保險人向市町村提出失能核定申請。 
2. 步驟二：由市町村派遣認定調查員至被保險人家中，就認定調查表之內容進行訪問，並得聽取

主治醫師之意見。其後，則將相關資訊以電腦進行第一次失能程度判定。 
3. 步驟三：將第一次失能認定結果，以及訪問調查時之相關重要事項，送交介護認定審查會進行

第二次失能程度判定。 
4. 步驟四：介護認定審查會將判定結果通知市町村。 
5. 步驟五：市町村將核定結果通知被保險人或其家屬。 
 
 
附註 2： 
五種情境 
1. 情境一：直接申請入住長期照護機構：經核定為「需要照護」者，得直接與長期照護機構簽約，

入住該機構。 
2. 情境二 ：透過居家照護支援事業體之媒介，入住長期照護機構：經核定為 「需要照護」 者，

得經由居家照護支援事業體擬訂照護計畫，若被保險人表達入住長照機構之意願者，得推介機

構入住。 
3. 情境三：直接申請使用居家照顧服務：經核定為「需要照護」者，得直接與居家照顧服務業者

簽約，使用相關服務。 
4. 情境四 ：透過居家照護支援事業體之媒介，使用居家照顧服務：經核定為 「需要照護」者，

得經由居家照護支援事業體擬訂照護計畫，依圖 2-3 之步驟推介被保險人使用相關服務。 
5. 情境五：透過社區整合支援中心之媒介，使用照顧預防或照顧預防事業單位等相關服務：經核

定為「需要支援」者、或其他不符合「需要支援」與「需要照護」條件之被保險人，得採用此

種型態之服務。 

 

感謝台中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負責承辦人廖國欽先生的大力協

助幫忙引介台中市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個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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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長照政策與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 

經營策略之探討 

與談人:葉俐廷 助理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臺灣已邁入高齡社會，雖然我國在民國 106 年已實施「長期照顧十年

計畫 2.0」（簡稱長照 2.0）政策，但是目前長期投入在長照服務的人力仍

然呈現不足之現象。因此，此研究嘗試透過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的經營模

式解決臺灣長期照顧服務的問題。此外，透過各國政府推行長期照顧政策

的情況以及台灣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的經營現況與訪談內容，藉此對臺灣

政府與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提出許多寶貴的意見。 

壹、各國政府長照政策 

此研究綜觀各國政府長照政策反觀台灣政府長照 2.0 政策，進而提出

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之經營策略。長照 2.0 政策也是參考美國及日本的經

驗，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建置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複合型服務中心

及巷弄長照站，提供普及化與在地老化的照顧服務。此研究提及日本政府

也相當重視人口老化議題，其長期照顧係朝向推動「零尿布、零臥床、零

約束」之老人照護自立支援理論，藉以達到延緩失智與失能為目的，此外

運用自動化及資訊科技的結合，以解決長期照顧人力不足的問題；而瑞典

政府則廣設類似「老人聚會中心」讓老者從事各式各樣的交誼活動，使老

者失智與失能現象減緩，此外，瑞典政府以有給職的方式，讓有意想從事

社會福利服務的人進入居家照顧服務，並且其照服員是由市政府聘僱，加

上薪資與工作條件均受到保障，使得居家照顧成為瑞典人民最想從事的職

業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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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灣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 

此研究係以 6家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經營現況說明並進行訪談，由此

部分可知藉由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確實可以鼓勵更多中年婦女投入長期

照顧服務。然而，在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經營現況之討論，可發現多數勞

動合作社本身可能也正面臨人力或人才不足之情況。此外，臺灣長照服務

的人力不足的主要原因是在於低薪問題，其次是工作辛苦與沒有尊嚴(倪榮

春，2017)。由此研究訪談可知目前社員時薪大約 182~300 元，雖然很多社

員滿意其薪酬而願意留下來，但社員多數以二度就業的中年婦女居多，年

齡層平均在 40~50 歲左右，實際上，投入長照服務需要工作耗費極大體力。

因此，想透過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解決長照服務的長期人力不足以及滿足

未來龐大的長期照顧服務需求等問題尚有困難。如同此研究所述政府若能

重視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並且讓更多有意願想加入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

者更易得到相關資訊，不但有助於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朝向永續發展之目

標，還可以讓政府藉此減少長照醫療之龐大財政支出負擔。 

參、參考文獻 

倪榮春，2017，讓照顧產業成為共享經濟，合作社事業報導，第 98 期，

秋季號，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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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長照政策與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 

經營策略之探討 

與談人: 倪榮春 經理 

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 

 

發展照顧勞動合作社緩解長照人力荒 

首先對李老師的大作「政府長照政策與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經營策略之

探討」一文，用心地蒐集了日本、瑞典、德國及香港等國家之長照政策，再

對照我國目前實施的長照 2.0，以及統整台灣 6 個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深度

訪談的結果，分別對政府及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提出諸如「運用各種先進

的輔具和設備，讓輕度和中度失能者，能有尊嚴的獨立自主生活」…等極具

前瞻性之建議，表示敬佩與肯定。 

尤其文中對政府建議：「有關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之相關法令，政府應

該予以鬆綁」，最令我感同身受。 

目前政府對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最需要鬆綁的法令，不外：1.免徵營利

事業所得稅；2.免適用勞動基準法。茲分述如下： 

一、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台灣的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其主要業務均來自承攬政府委外的「長照

勞務」，社員薪資 90％以上也是來自政府補助，但政府補助款不可能按月如

期給付，有時會延遲好幾個月，讓合作社每月都要為調度周轉金而焦頭爛額，

雖然今年開始，核銷手續已大幅簡化，撥款速度也大幅改善，但不能保證以

後都會維持這樣的速度。所以，如果結餘款可以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則

我們就可以每年存一些結餘款，讓它成為合作社的周轉金。 

 

二、免適用勞動基準法： 

按「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係由全體照顧服務員(社員)共同出資、共同

出力，以社員共同經營的方法，透過整體名義，向外承攬勞務，提供全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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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作機會，每位社員之身分除為合作社之勞動力提供者外，亦是合作社之

經營者，必須共同參與決策、承擔責任。也就是說，勞動合作社的社員既是

勞工也是老闆，沒有勞資之分。所以，勞動部曾以 87 年台勞動 1 字第 026410

號函釋略以「勞動合作社社員與合作社之間無雇傭關係，不適用勞動基準法。」 

但該函又說：「按民法第 188 條所稱之受僱人，係以事實上之僱用關係

為標準，若合作社非基於上開原則提供全體社員工作機會，而係另與社員基

於指揮監督，造成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情事，則合作社社員與合作社之

間當具有事實上之僱傭關係」。 

最後又說：有關合作社與社員間有無僱傭關係疑義，請參考上開說明，

並依該合作社與社員間提供勞務事實狀況予以認定。 

這使我們感到相當不安，因為究竟什麼情況下符合指揮監督定義，什麼

情況下才沒有指揮監督之嫌? 如果政府沒辦法說明清楚，可否仿照「政府採

購錯誤行為態樣」的做法，訂出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該如何做，才不適用勞

動基準法的種種態樣，供我們遵循，以免終日擔心害怕勞動檢查。 

最後，我還是要籲請政府，重視合作經濟，鼓勵國人多多組織「照顧服

務勞動合作社」，投入長照產業，俾緩解長照人力荒。 

理由:長照產業不管是由醫院或護理之家、老人養護中心、基金會、協會、

居家護理所…等機構承作，統統都有中間剝削的問題。唯有由「照顧服務勞

動合作社」承攬，才不會被中間剝削，照服員才能拿到應得的工價。 

就像本社創立至去年才 6 年，我們服務的個案數從 0 開始，一路成長到

去年底已有 395 案；居服員 73 人；居服督導 6 人；社工 1 人，總共 80 位員

工。這樣的經濟規模，由於沒有中間剝削，所以，我們居服員的時薪才能逐

年從 170→173→176→178→181 調高到去年的 188 元，不僅如此，我們還有

子女教育補助費、免費考照加強班…等等各種福利。難怪大家找不到照服員，

我們卻是照服員在外面排隊等著要進來，而且我們的離職率是「零」！ 

如果全國有好幾百個「照顧服務勞動合作社」成立，遍布在每一鄉、鎮、

市、區，然後進用在地的照服員，就可以實現「在地人照顧在地人」以及「共

勞共享」的理想境界。若再加上財務透明，選舉公正，民主管理的話，絕對

可以讓照服員拿到應得的工價。只要待遇高、福利好，就不怕找不到照服員，

則台灣照顧人力不足的問題一定可以獲得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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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三 
政府長照政策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經營策略之探討 

Q&A 交流討論 

 

主持人：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于躍門董事長 

哇！我們今天到了最後呢？非常的高興，而且非常興奮，居然我們在

國內呢，有這麼好的一個合作社，如果有倪經理來經營的話，哪會沒有明

天呢？而且是更燦爛的明天喔！我想時間呢，也非常的快速，我們這一場

次呢，應該是二十五分鐘要結束，現在已經是十分了，所以還有十五分鐘，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中間還有十五分鐘，那麼也許，我們會有一些的不同的意見，

也有鼓勵的，也有希望我們政府機構更能夠再改善的，或者是說我們學界

有哪些還沒有研究到的，我們可以繼續的來研究。那我們等到他們提了問

題了以後，我們再來回應一下，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開放。好，王理事長。 

 
提問人：綠色 21 台灣聯盟 王瓊枝理事長 

這幾年，只要有合作社節，我都會去聽，因為我這一塊領域，其實從

零到有，所以我每一年都是跑逢甲跟臺北大學，我來自臺中。那麼我覺得，

我是有一個機會，我們台灣婦全會秘書長也就是我們的何委員，那時候她

因為想要我們推合作社，所以就請梁玲菁老師、于躍門老師啦！這一些逢

甲的教授在臺中為我們一些團體想要做的，其實我們聽到了很多活動，可

是真正要去落實、要去執行，欸！起步難，大家都不敢做。所以他那時候

就開始說要怎麼樣來培力他們、陪伴他們走。我想要做，我自己都不敢做，

我都叫別人做。所以喔！我看到倪榮春老師的成功例子喔！我以後做的話 
，借不到錢就是要找你。我是覺得，剛提了一下，在公開場合我都愛重複

提一下說，我家六個兄弟姊妹加配偶有十二個老人，加上我九十八歲的母

親，我們有十三個老人，我是最年輕的六十八歲老人照顧老老人，我們請

一個外傭，我說再過幾年，可能我們要請十三個外傭了。那現在的長照人

力不足，我是覺得，昨天我們在臺中就是在談人力的問題，那我也提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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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他們都不願意出來？當然就是教育宣導，還有我們臺灣整個觀念，覺得

做長照好像沒有出路，啊低薪，給人家的感覺沒有尊嚴。那我自己就想要

去考照服員，雖然我是一個老師，我以前一個鐘點一千多塊，可是我現在

願意去了解，是因我覺得那是使命，我們有需要。所以我也叫我的助理英

文老師說，妳現在就去報名照服員，我們將來這一塊市場永遠做不完，你

會當趙老闆啊。所以，昨天我也提出和他們說，事實上我們也許有一個方

式就是用時間銀行，你現在去照顧老人，將來你這一些時間就可以來照顧

你。我是覺用這個方式來做，也許會有很好的人力資源進來。那我看到倪

老師，這個苦盡甘來，我知道那個萬事起頭難，所以我在聽你後面講的這

個，實在是替你高興。但是剛開始做的時候，沒有人敢踏出一步，可是我

今天看到李桂秋老師訪問了這麼多勞動合作社，我才知道說，喔！這麼多

人在做，更加有信心啊！但是當初我們在談的時候，就是到底是要是要做

社會企業好，還是要做合作社好？所以我兩邊都在聽，到底要做什麼。那

我要跟各位報告，我今天中午才進來，是因為我上午參加了臺灣第一個，

以非營利的組織當發起人向經濟部以公司法中的閉鎖型公司所成立的愛

蔓延社會企業公司正式揭牌，它是第一家用社會企業型。可是閉鎖型就是

有一點跟我們合作社是有關係，今天唐鳳到臺中去揭牌。所以我覺得這一

個和我們合作社是類似的一個方式，有機會我們再來談。我覺得那個精神，

就是這樣子。所以我們現在經濟部的公司法，不是沒有社會企業，但現在

我們已經開始，他要做這樣的模式出來，讓大家可以模仿。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合作社或者這一個閉鎖型的社會企業，也許可以做這樣的結合。覺

得這一個可能是我自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好，謝謝大家。 

 

主持人：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于躍門董事長 

一起回應完了，之後再請李教授來做一個解說，我們時間大概還可以

有一位到兩位。有沒有要提問的？ 
 

提問人：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 黃昭胤理事主席 

剛才聽倪經理提了以後，我聽起來很佩服。我們的信用合作社基本上

每天就是在算錢啊！所以，我聽到裡面唯一兩個和跟財務有關的問題，想

請教倪經理，事實上是有和營利或賺錢有關！因為人嗎?動機還是希望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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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誘因，第一個問題，剛才倪經理有講到周轉金的問題，周轉金似乎是不

足，那剛才您提到員工，貴合作社的員工也都一直再加薪，表示是有營利

嗎？那是不是在加薪的同時，可以考慮留一些資金下來當作公司的營運周

轉金，就不用天天去跑銀行？大概這樣，我是信用合作社，我希望人家來

經營，但就營運來講，這樣是不是比較不會有一些的危機？第二個問題，

剛才我聽起來有一點矛盾，剛才倪經理也提到說您員工時薪一直加，加到

一百八十六塊或一百八十八塊，所以說，以前找不到人，現在是有人排隊

要來上班。可是倪經理剛又說人力是最大問題，聽起來兩者是矛盾的，不

曉得哪一個情形才是正確的?這是以上是我兩個問題，謝謝。 
 

主持人：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于躍門董事長 
最後一位。我們何委員。 
 
提問人：行政院性平委員會 何碧珍委員 

對，我想要分享一下，其實，若以合作社這個事業的角度來談的話，

其實我們不應該講時薪，其實這個是合作社大家共決出來的。我們的這個

時間費用要多少，所以，剛剛倪經理這樣的講法，其實就是一般事業聘用

之間的說法啦。所以，我覺得可能我們未來在合作事業這樣語言的概念可

能要有一些調整，當然習慣性的說法很難避免啊，可是應該是不一樣的一

個概念。 

我最主要是要請教我們李教授，就您剛才的報告裡，我不曉得你訪問

這四家的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他們的營業狀態，是不是也有社員、還有

受聘者兩種在併行？因為我自己自認為，兩個星期前有安排我們倪經理屏

東這個案例，到衛福部去做一個很完整的報告，其實當天也有幾個其他的

照顧勞動合作社一起來參與。我在那個場合裡，非常訝異發現，除了倪經

理的案例是完全非常單純的照合作社的理念在經營之外，其他在場的照顧

合作社是兩者併行的。這兩者併行就是說，一部分是合作社員的概念在運

作，可是一部分是受聘者的概念在運作，所以他們這中間產生了問題，還

是非常的多。那成功性在我自己認知裡，完全成功的就只有我們倪經理這

一個合作社。所以，我不知道說你剛剛報告那四個，他們是用什麼型態來

運作。我認為，要說成功，坦白講一定要能夠完全展現合作事業的合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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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精神就是只有純粹性單純的一種經營方式。我不曉得在您訪問過程裡，

發現他們如果不是很單純的經營，那他們為什麼這樣子做？那您有給他們

什麼樣的建議？好，謝謝。 

 
主持人：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于躍門董事長 

謝謝！我想我們的時間呢，允許接下來三分鐘請李教授回應，然後兩

位呢？各一分鐘，如果不回應的話呢？我們請倪經理兩分鐘回應，好不好？

剩下五分鐘。 

 

發表人：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李桂秋副教授 

謝謝于教授。 

首先我要跟各位報告，在臺中市那一場的座談會，我們原先打算邀請

倪經理幫我們分享他經營成功勞動合作社的案例，因為倪經理剛好有點小

手術，所以我們就邀請高雄市育成勞動合作社分享其成功案例。以高雄勞

動合作社而言，該社也受到內政部很多的績優評鑑。我先回應何委員問題，

她提到我訪談的這些勞動合作社個案當中，受僱人員他們是不是社員？各

位都知道，這些中年婦女社員的就業，她們是不會寫計畫書，因此一定要

有這些專員幫忙她們寫企劃案。申請什麼項目?金額是多少?都需要專員幫

忙處理。我訪談的個案中無論是清心也好，大臺中的勞動合作社無論是 A
級或是 B 級的合作社，他們要聘僱這些人，這些人還是要做一些行政工作。

有關時薪方面，倪經理他們合作社是一百八十八，我訪問的有兩百五、有

三百。但是呢？他們成立也才 2017 年，一個是 2018 年，因為他們是剛開

始成立勞動合作社，認為只要賺到錢應全部歸給社員。但是有些受聘專職

人員沒有領到薪水，他們覺得他們願意犧牲。也就是說：這些勞動合作社

社員很滿意其薪水，社員不會跑，他們的向心力強非常滿意現階段的薪水

報酬，社員們也不會跳槽，所以離職率也很低，很穩定。由於長照 2.0 派

案工作現在是屬於衛福部、衛生局，而不是在內政部、社會局，我覺得這

可能是政府部門相互要整合作調整？因為上述問題必需跟衛福部或衛生

局說明而不是在內政部。但是衛福部長照的電腦系統，比方說，某照服員

本來是兩萬塊，但是衛福部核定了，假如是一千五或是一千二，他們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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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拼命找出問題出在那兒? 拼命在對照衛福部的電腦系統。尤其像我剛才

提起，若是沒有受聘人員，這些光做照服員工作的中年婦女，其實她們是

不太會操作這些電腦系統的工作，還是需要有這些受聘的專員。 
 

提問人：行政院性平委員會 何碧珍委員 

我問的是：照服員有沒有受聘的？是不是行政人員？ 

 
發表人：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李桂秋副教授 

喔！基本上我訪問的勞動合作社個案裡沒有。 
 

提問人：行政院性平委員會 何碧珍委員 

還不是管理人員，是照服員。 
 

發表人：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李桂秋副教授 

沒有。還有一分鐘，我想和我們的內政部茂春主任說明請教，像剛剛

最後一家有限責任台中市家圓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已經申請勞動合作社

了，為什麼衛生局還要請他們另外成立附設機構-附設臺中市私立家圓居家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強迫他們再另外成立一個，我覺得這是不是

可以請內政部和衛福部兩部門之間相互的溝通？事實上，衛服部或衛生局，

他們不太了解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讓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另外新成立一

個單位，我覺得這件事不太妥。我在個案訪談的時候，家圓照顧服務勞動

合作社陳述，他們需要準備兩套帳嗎 ? 需要兩個統一編號嗎？這對於他們

來說，這些問題都是會造成困擾。其實在行政工作方面我認為是可以予以

簡化的，只要內政部跟衛福部之間彼此協調，我覺得此事是可以馬上解決

的。尤其是在設立申請與變更長照 2.0 項目上，項目欄內並沒有讓勞動合

作社可以辦理申請與變更登記的勾選項目欄，而是勾選社團法人附設欄項。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大聲疾呼一下，這個部分我認為是很重要

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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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于躍門董事長 

不能再講，再講話我們那個茂春主任他已經坐立難安了，那還剩大概

一分半？ 
 
與談人：有限責任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倪榮春經理 

好，謝謝。剛剛後面那位先生提問的，又是周轉金問題呀，他說你既

然一直再加薪，可不可以不要加那麼高的薪，然後留一點做周轉金。我也

想過，你周轉金留多，還是要被課營利事業所得稅啊！百分之十七，不如

就發給大家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你說我們的薪水那麼高，福利那麼

好，沒有人會離開，為什麼會說到人力不足？我所說的人力不足，是其他

單位人力不足！是全國性的人力不足啦！我的單位不怕沒有人力，我現在

履歷表一疊這麼高，大家都要來耶！所以，去年衛福部長陳時中在記者會

說「目前臺灣的照服員平均月薪兩萬七、兩萬八，明年我們要加到三萬二。」

我隔天看到報紙，我心想人家兩萬七、兩萬八，我已經平均月薪就是三萬

四了啊！所以明年你要加到三萬二，那我不是四萬以上嗎？結果今年四月

份我們第一照顧照服員的平均月薪四萬五千零十二塊。何委員也聽到，我

講給衛福部的次長聽了，我感謝何委員讓我講一個多小時的簡報給衛福部

的次長聽。好，謝謝。 

 
主持人：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于躍門董事長 

我大概三十秒的時間，綜合一下。 

剛才何委員很擔心的一件事情，我們合作事業在經營的時候，要重視

我們不要和一般的營利企業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呢？不是以工資的高低報

酬的高低來做評比！這個看法是非常的對，可見何委員呢，雖然不是合作

經濟系出生的，但是對合作經濟的精神已經抓住了。而我們倪經理的回應，

讓我感覺到他有抓住合作的理念、合作的精神，他們的工資才會高。第二

個，我們今天，有三場：一個是綠能合作社，這個方面的方教授，還有陳

教授的一個介紹；還有住宅合作社的梁教授呢，以及蔡教授的說明，這三

篇的文章，非常的好。我每一篇的文章都很仔細的看，而且呢，對於實際

上政府的發展還有政策的擬定，它都有幫助出來的。那麼，最後呢，我有

請逢甲的吳主任，請您起立一下，他年紀輕輕的，因為剛才有點到逢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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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他年紀輕輕的，他上任了以後，積極配合教育部來推動產學合作，就

是七加一。所以在他的任內呢？他已經和外面，二十幾家的合作社場，還

有非營利組織有簽產學合作的契約，所以學生，就往那一個方面去做。所

以他是非常重視產學的。所以我們在座的，如果您的單位需要人力，需要

學生來幫忙的話，可以找他，他一定竭力的樂成，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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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 
 

共同主持人：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茂春主任 

好！應該要說午安了，不過也接近尾聲。其實這三篇論文，包括專題

演講，應該是現在最熱門的，而且也是最新發展的論文發表。其實我個人

今天很專心的聆聽，個人學習非常的多。 

這裡我有幾點報告，第一點是合作社在過去以來，似乎沒有非常受到

重視，不過在今年度國發會特別提出地方創生，賴院長已宣布明年就是我

國地方創生的元年，這也是參照日本的政策。地方創生在日本已扎根非常

深。這星期國發會主委召開會議時，針對地方創生的內容涵蓋範圍討論，

目前正彙集各部會意見，相關政策正在發酵和發展中。值得慶幸的是，包

括我們內政部、農委會、文化部，都提到以合作社當做例子。透過合作事

業來推動地方創生是非常適合的，不論是臺南市的仕安社區合作社，還是

今天倪經理所代表的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都是很好的例子。

我想未來這是我們合作社界發展的一個契機，明年以後，我想會越來越重

視，尤其是像剛剛提到的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倪經理已經向衛福部次長

報告過，不曉得他的反應是什麼，衛福部今天沒有來參加研討會，我覺得

很可惜，若來參與的話，對於未來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推動一定會有非

常大的幫助。倪經理以前當過處長，對社福這一塊，非常的內行，也推動

的非常的成功！第二點，在過去，說實在對於合作社真正的精髓，社會大

眾沒有非常的清楚，除非是這個領域的人。像我最近拜讀孫教授在合作經

濟期刊裡發表的文章，我覺得受益良多，針對合作社共同利益分享理念和

實踐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內無形的文化資產，這個不是合作社本身，是

一個理念和精神，還有實踐這樣理想的文化資產。如果有更多人可以理解

合作事業這個領域的話，對合作社的推動一定有很大的幫助。像最近，我

們和勞動部開會，討論剛才大家提到的稅務問題，包括勞動合作社與社員

間是否有僱傭關係之議題，各部會根本不了解勞動合作社的社員自己就是

老闆，社員就是合作社的所有者，所有勞動合作社與社員之間並不是僱傭

關係。近期，內政部正積極和勞動部合作，由內政部製作勞動合作社相關

宣導文宣，包括文字敘述及圖示，將大量印製提供給勞動部，讓他們在對

民眾做相關教育宣導的時候可以使用，讓更多民眾認識合作社。另外今天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6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147 -



 
 

提到住宅合作社，確實在國內我們應該要推動，這是重要經濟議題，如今

天楊科長所提，如果用都市更新這個概念，只要協商好、分完後，案子就

可以結束了，就沒有後續了，但我個人認為，這個和合作社完全是兩件事！

住宅合作社反而是注重後續的延伸，大家股金拿出來蓋好房子後，後續的

管理、維護以及運作，這部分才是真正合作社的核心。所以我想若寄望在

都更的那一部分，可能也不是真正的方向，應該說住宅合作社如果真的要

發展，我反而認為產權應該通通都在合作社，社員只是出股金，隨時要進、

要出都可以，和房子的產權是沒有關係的，但是社員可以來參與建造、維

運、管理之過程，我認為這才能真正讓住宅合作社永續發展。當然，這個

過程裡，政府可以提供哪一些協助，是值得我們大家未來共同來努力推動

的。住宅合作社有很多功能，可以共老、共住，像荷蘭，年輕人和年長者

都可以進來住，年輕人可以去照顧年長者，就和一個家庭一樣。因為最近

我有看一些資料，覺得他們有一些真的是推得非常棒，這些都是值得我們

學習的。 

我今天先就自己看到的和聽到的分享，我特別佩服孫老師剛所提到誠

實的社會，有信任的社會，才有真正的合作社，我覺得這是真正的核心，

以上是我的心得。好，接下來請我們臺北大學的蔡院長。 
 

共同主持人：中國合作學社 蔡建雄理事長 

謝謝陳主任。 

事實上，今天大家討論了很多議題，我也在思考：每次這個研討會，

大家都是踴躍的參加，還有意猶未盡的感覺。但是討論後續要怎麼進行？

後來今天孫老師和我提到，他也有一個 idea，像今天早上池院長在提到普

惠金融如何在現代網路和我們行動裝置的科技下來進行？怎麼樣來拉近

信用合作或儲蓄互助社這樣的組織呢？和現在商業銀行怎麼樣可以來拉

近，甚至提升我們的效率來服務我們的社員？這個部分呢？如果從學校的

角度、學社的角度，我們可以怎麼做？孫老師指示說，我們針對這些特定

的議題，後續也許我們可以召集一些專家學者以焦點座談的方式聚焦。剛

才我們籌備處陳主任特別提到，這麼多的資訊，我們怎麼樣將它定焦？甚

至說，像剛才提到文宣，這麼多可能不同的資訊，我們把它定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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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可以對外做宣傳，甚至對我們合作社。以剛才的例子信用合作社或儲

蓄互助社，他們透過實務的操作；我們在學校，大家結合來研究，可以得

到讓我們合作社在經營上更有效率的一個作法。承蒙剛才幾位合作界前輩

特別提到，從產官學的角度，從學校、從學社，也許未來可以做。因為，

我幾次參加會議，陳主任也全場參與，也提供了很多意見。其實從政府的

角度，從扶植合作社，然後(制定)政策，甚至積極的修訂法律。可是，另

外方面，我們也碰到合作社的業者，從業人員提到真正實際運作時遭遇到

的困難。以往在這方面，在溝通的平台上好像相對少了一點。但現在很高

興提供這麼一個暢通的溝通管道，如果說從學校的角度，可以說貢獻了對

於國內、外相關文獻和學理，未來在這方面，(希望)從政策、執行到實際

從業人員可以結合，我想對於未來合作的發展感覺到非常的樂觀，也期待

說未來合作蓬勃發展，謝謝。 

 
共同主持人：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茂春主任 

接下來我們請方秘書長！ 

 

共同主持人：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方珍玲秘書長 

各位與會貴賓、孫老師、于董事長，大家好。 

今天我想從早上聽到現在，大概可以歸結出幾個在合作界裡碰到的一

些問題，第一個就是政府法令上的限制，另外就是很多民眾其實對於合作

的內涵或是一些相關的意義並不是非常理解。另外，我覺得在合作知識和

資訊的傳遞上，其實不夠完整。今天早上池老師提到關於普惠金融或是金

融，排除這樣的問題，其實在政府法令上是有一些限制。限制什麼呢？其

實政府是有行政命令來規範的，凡是有農會信用部的地方，是不能夠設立

信用合作社，有這樣子的法條存在。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臺灣有很多鄉鎮

其實是有農會信用部存在，沒有信用合作社。所以，這個法條一直到現在

都還是有的，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像今天早上談到有關能源再生合作社設立，我想第一個合作社

設立一定是比較困難的。這中間當然需要突破很多法令上的限制，還有很

多法令上需要逐步釐清。例如：在用電自由化的部分或怎麼樣銷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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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照歐洲地區怎麼樣來做；或者說，也許可以想想，有可能有一些 SOP 的

程序，協助未來想要投入這種新興合作社發展的這些單位，他們有沒有一

個比較快捷、比較簡便的方式，讓大家可以照著這樣做。 

接下來又談到關於住宅合作或是一些相關社會住宅的需求，我們很清

楚知道，其實在整體住宅更新的部分，假設真的要拆除重建，這個部分確

實是非常困難，因為有時候我們看到有很多老舊社區，已經說住宅要更新

很久，結果十幾年來，換了不知道多少家的廠商，還是做不起來。那如果

說真的有合作社用這樣的方式來接手的話，我覺得這其實也是要有一個比

較完整的程序，看怎麼樣來一步一步走。也許剛剛我們聽到就是以這種非

拆除重建的方式，把使用方式做一些改變，用「青銀共居」的方式，其實

在德國也有用這樣子的方式，不一定所有的房子要拆除重建。所以，這裡

面也是牽涉到一些法令的問題。 

最後，關於照護服務勞動合作社，其實在這部分確實也牽涉到一些法

令的問題。當然還有在過程裡，對於整體相關人員的合作教育，我覺得應

該在這裡面多多增加合作教育的宣導。如果從我們學校角度來看，我們可

以做的部分，大概可以像現在大學不是都開始推 USR(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還有在我們商學院裡。研究當然是我們很重要部分，不過，既然這

個有大學企業責任這樣的概念，其實我們也應該有一部分的責任，如何在

實務上怎麼推廣？合作社可以怎麼樣做實務上的應用？例如說，像我們學

校臺北大學沒有員生消費合作社，可是像臺大就執行的還不錯，逢甲好像

也有員生消費合作社。我們從商學院的角度，我們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應該用 USR 這樣子的概念？或是我們本身是合作經濟，有這樣子的

課程，應該也讓學生有這種實習或參與的機會，然後做這件事情，也許是

一個實驗性質。實習一段時間以後，也許學生就會對合作經濟的概念有更

深的了解，未來可能會投入一些相關事業。另外，因為我們在學校裡面，

覺得教育或是知識傳遞，應該是我們大家都可以來做的。所以合作學院這

樣子的概念，其實我覺得一直都可以來推動。也就說，我們應該要把合作

相關的這些課程，不是只有在學校裡面教；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在學校裡面

推這樣子的教育訓練課程，然後讓外面的人也進來修習這方面知識？有越

多人知道這些東西，當然他就會越有這樣子的概念去成立合作社。如果說

未來有機會的話，又成立所謂的合作學院，然後我們可以把一些相關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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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完全是標準化，但是我們要有一套教材是對一般大眾作相關知識傳

遞。當大家知識越來越豐富以後，可能對於合作社這樣子的概念是理解

的，不會說我們要去宣導「什麼叫合作社」這件事，還要花非常非常多精

神。雖然現在中部辦公室還是有提供這樣子的課程，但是僅止於一般合作

社的幹部或是合作社的理監事。如果說，可以把範圍擴大的話，未來不止

是每一年我們研討會時候，才會獲得到相關知識。 

以上是我對今天合作研討會所有與談人或講者，大家在這方面貢獻很

多心力，我都覺得非常的佩服。希望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也許不一定是

學校老師來擔任主講，其實我們也可以邀請業界來說明有關於現在整體合

作社發展過程中，他們所經歷的；或是說，他們如何把合作社運作起來。

尤其是今天淑德理事主席，我們給的時間不夠，所以沒有辦法把一個新興

型態的合作社從頭到尾，如何創立起來做很清楚的說明。所以，如果可以

的話，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邀請業者來做這樣子的說明。或者說未來我們

可以辦工作坊的形式，廣邀大家在每一年、可能每一季的時候，都可以辦

小型的工作坊。這個大型的研討會還是可以繼續辦，但是小型的工作坊，

我覺得可以讓對某一個議題特別有興趣的人來參與。這個是整體上擴大合

作社參與，我覺得可以試著來做做看，希望未來合作社可以越來越好，謝

謝。 

 

共同主持人：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茂春主任 

謝謝方秘書長，她的意見非常好。 

明年度辦研討會時，我們可以找幾個實務界的合作社，如運用十五分

鐘，來介紹他們經營還不錯的業務，有什麼問題就可提問，像我們今天倪

經理在這裡，因為他是參加與談，沒有機會可以更詳細地介紹屏東縣第一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及如何經營第一照顧勞動服務合作社的狀況。 

好，那我們接下來先請臺北大學黃主任，等一下大家有其他意見再提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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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人：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黃啟瑞主任 

謝謝。陳司長、孫老師，各位先進，好。 

我想先謝謝大家，因為拿起麥克風就想先感恩師父、讚嘆師父一下，

感恩大家，非常不容易！我們常常參加學界研討會，或者產業的研討會，

早上九點開始，如果到下午四點，人還有一半就不錯了。大家可以回頭看

一看，現在人大概沒有九成，也有八成，這個相當難能可貴啊！這邊要跟

司長報告一下，所以大概只有合作界做的到，所以我們大家都是很誠實、

很實在的好人，對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對，那我想說：這個開會一天功

啊，準備一年功，真的是這樣。所以，我現在心情無比的輕鬆愉快，因為

我們臺北大學辦完了，再來逢甲大學要開始辛苦了，要好好的籌備。我們

每年其實在內政部指導下，然後我們和協會，包括方秘書長、還有張總，

我們其實每一年在會議之前，大概有三到四次、四到五次的的討論，每次

在過程中，對，梁老師是學社理事長的時候，也給我們很多指導。每一個

題目其實都想破頭，想很久，從今天開始第一場的能源合作社，下午住宅

合作社，到最後長照勞工合作社，都是很新的發展。每一個案例都是第一

個，對不對？當然住宅現在還在努力啦，看看有沒有辦法突破? 陳司長他

坐在我旁邊，這邊我作證，他從頭到尾一直做筆記，大家有興趣話，看一

下陳司長，他的筆記都滿滿、彩色的，很少很久沒看到人家筆記做彩色的，

而且他的字跡非常工整，非常令人欽佩。我們剛剛討論住宅合作社，其實

梁老師報告提了很多很好的方向、加拿大等等，然後我們以前臺北市政府

老同事楊科長也提出一些方向。喔！剛剛司長也有提到！其實要解決這個

問題，產權真的非常重要，剛剛司長一提就提到重點產權，縱使沒有辦法，

合作社能夠拿到產權的話，至少要有絕對的使用權。那產權的話，當然蠻

複雜的，如果要民眾大家零零星星的兜起來…除非是在比較不是六都啦，

也許有機會有完整的土地，少數幾個人持有，然後大家一起來蓋，合作社

再往事後營運。否則的話？要在六都裡，除非要跟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合

作，那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可以類似用 OT 的方式。就是先建好，或者就

算沒建好，那至少地，這個是最麻煩的，就是最核心的，也是最貴的部分。

那和政府合作，政府可以把地提供出來，甚至先蓋好，然後營運的部分，

交給我們住宅合作社來營運，這個都是一些方向啦！有這樣的機會，大家

一起來討論，那剛剛司長也講得很好，如果說我們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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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個一年一度的大會，可以剛剛激盪出很多火花，那很多意猶未盡的

部分，可以延伸出一些工作坊。這些工作坊的部分，當然我們學界會努力、

業界會努力，如果政府在這部分有一些既定的計畫，也不妨。，不管也也

不只是內政部，我想內政部已經認養夠多了。像剛剛提到衛福部、經濟部，

其他一些相關部會也應該可以共襄盛舉，因為政府都有預算，大家把各自

的一些預算拿出來用在這個地方，應該對實務會產生很大的效用。對，那

我們也期待明年逢甲大學更精彩，因為我們今年的精彩就是由去年學來

的。對，一定會越來越好，我們今年也做了一些創新，我想將來一定會延

續。過去四個題目，每場就是都很快，很緊湊，那今天大家自己可以很優

雅的，可以把這些題目好好的討論。例如說，淑德理事長，她其實早上真

的有很多地方還沒有講。所以等一下，我們特別拜託她，可不可以把早上

的有些地方，投影片再講一下，也許在 Q&A 的過程，可以再做一些簡單

的分享，那我先簡單報告到這邊，麥克風交給主席。 

 
共同主持人：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茂春主任 

謝謝。好，那我們接下來請我們逢甲大學，年輕的吳主任。 

 

共同主持人：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吳肇展主任 

各位先進、合作界的夥伴，大家午安。 

其實今天來這邊，我學習很多很多，誠如剛剛黃主任講的，我們今年

研討會做了一些變革，但是這樣子變革，卻使我們研討會能夠更深入，大

家有更多的時間，能夠充足討論這些議題。今天從演講開始，我們從普惠

金融，到綠電、到住宅，一直到長照，其實這些議題都是很前瞻，很符合

時代需求發展的一些議題。也都和我們民生是息息相關的，也證明了這樣

的議題、這樣和我們民生有關很重要的主題，其實都可以運用合作經濟的

模式來經營，而且可以很成功的完成、帶給民眾很好福祉。所以，可見合

作社的確可以減少很多的剝削，如同剛剛倪經理講的，而且造就了許多平

民百姓的福祉，我想這就是我們現在一直在講的公平正義、公平交易最主

要的一個真諦。其實我想大家要對合作界真的要有信心，從前輩尊敬的孫

老師、于老師、梁老師、還有李老師，幾位合作界前輩導師帶領之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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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政府機關、司長，還有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及中國合作學社兩大合

作(組織)、以及我們兩個學校、業界人士共同努力之下，我們現在已經，

發展了一個很有雛形、很有規模的合作界現況，那其實我想合作社是一個

以人為本的一個組織，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模式。以人為本，其實在臺灣本

來就是一個很好的發展契機，為什麼？有一句話大家都在講：臺灣最美麗

的風景是什麼？是人，我走過很多國家，其實還是自己的家最棒、最溫暖，

很多外國朋友也這樣講，我們臺灣是最有人情、最有人味的地方。那麼，

這也是最符合我們合作領域、合作經濟孕育土壤。這樣子的土壤，我們需

要什麼？我們需要雨水灌溉，需要肥料，來充足我們的養分。那麼，這個

雨水、肥料是什麼？就是我們政府的支持，我們自己的努力，還有呢？再

加上我們的這一些，包含教育、包含孫老師所提到的信賴、信任等等的這

些必須要建立起來。那我相信這是我們很好的一個基礎建設，只要我們肯

努力、肯去做，就像剛剛倪經理分享的一點，大家不要怕，就是去做，努

力去做就對了，當然還有很重要就是合作事業的經理人、領導人，真心無

私的奉獻，這非常不簡單。曾經有一位合作界的資深老前輩跟我講過一句

話，他說：要經營一個合作社，他說台語啦，（台）要經營一個合作社，

要什麼人來經營？（台）要傻傻的人來經營（台），什麼叫做傻傻的人（台）？

傻傻的人（台）不是腦子壞掉（台），而是說，要有古道熱腸、要能無私

奉獻，不計較得失、不計較自己利益，這樣子人叫做傻傻的人（台）。很

慶幸的，我們今天坐在這邊，大家都是合作界的傻傻的人（台），我們先

給自己鼓勵一下，好不好？這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社會上現在

就是需要，更多的傻傻的人（台），我們這個社會才能夠弭平貧富差距，

社會才能更永續發展。面對新科技 AI 等等的一個時代的到來，其實很多

產業都面臨挑戰，但是我們相信合作事業會有一個更好的發展。一個知名

的一個人士，李開復先生他是 AI 的專家。他講過一句話：面對 AI 的衝擊，

其實，什麼樣的產業不會被淘汰，反而會發展更好？跨領域、有溫度的一

個產業，不只不會被淘汰，而且會發展得更好。我們合作事業本身就是一

個跨領域的事業。十大合作事業的業務都是跨領域的，而且我們本來就是

最有人味、最有溫度的事業，所以我們的願景、我們的發展一定會非常的

可期、非常的可觀的。 

今天在這邊我學習到很多，包含黃主任提到，這個壓力往我這邊放，

我們剛好坐在兩端，所以去年我蠻開心的，他到今年換黃主任蠻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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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承辦這個合作社合作事業研討會，其實是我們系上的一個榮幸，所

以今天我除了來學習這些合作事業專業之外，另外我也在這邊觀察跟學習

臺北大學怎麼去辦的，我覺得非常的棒，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感謝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尤其是我看到我們同學，今天的服務，真

的非常的棒，甚至拍照的時候都躺在地上、坐在地上，要幫我們老師們取

最好角度。我們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真的非常非常感謝臺北大

學，你們辛苦了，謝謝。 

我想其實最重要，像剛才方秘書長提到說我們的合作學院，其實不只

是教育，包含宣導、育成、輔導，其實都是可以囊括在整個合作學院的架

構裡。所以呢？包含現在的同學，像今天臺北大學學生，可能二十年後你

們就是站在這邊，就換你們站在這邊！所以，對我們教育工作者來說，其

實這很重要，也非常感謝于老師的幫忙推薦我們系，我們一直在做產學的

合作，一直在簽產學聯盟，包含現在儲蓄互助協會、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

作社、農業合作社聯合社、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現在都是我們產學聯

盟的夥伴。我們也讓同學到合作事業實習，主要目的就是讓我們的年輕人

能夠好好學習合作事業，向下扎根，我覺得這個是現在最很重要的一塊，

讓年輕人能夠了解合作事業怎麼運作。另外，關於現存的一些合作社的輔

導、育成呢？我覺得，像今天我們有很多很棒的標竿合作社，包含綠電，

包含這個倪經理這邊的勞動合作社，或許將來有座談會的形式、或什麼樣

的模式，可以邀請這樣的標竿合作社來和我們分享一些成功經驗。然後去

輔導、育成及要成立的；或者是目前現在正在運行當中的合作社，給予他

們一些成功經驗的技術移轉。我覺得這是可以建立的一個經營模式，都可

以在這樣合作學院的架構下運作。最後，我也預祝我們合作界能夠發展越

來越好，相信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也在這邊，邀請大家~歡迎大家，明

年我們逢甲大學見，謝謝！ 

 

共同主持人：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茂春主任 

好，謝謝吳主任。我再補充兩點，第一點，住宅合作社，其實我們之

前向本部花次長簡報過。大家知道世界大學運動會林口 A7 住宅，自閉症

權益促進會的鄭爸要求，看看有沒有可能成立一個住宅合作社？那是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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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好的房子，可能用租的方式來做，這些我們和科長都還在努力中。今天

性平會何碧珍委員也在這裡，希望給我們一點鼓勵跟支持，我們持續爭取

中。但是，一個住宅合作社在經營上一定要有某一些的規模才可以存活，

我覺得就像經營飯店一樣，如果沒有一定的間數，一定數量的話，可能就

活不下去。這個要去做一些評估，當然這一部分我們內政部會來考慮，我

們也來協助，未來一定會朝這個方向做。第二點，也和大家報告一下，合

作事業發展基金可能大家都很關心。這一部分真的我們也努力了一年了，

如我剛剛第一點提到的一個契機，剛好我們院長很重視地方創生的推動，

明年是地方創生的元年，之前我們有答應大家要訂一個合作事業發展行動

方案，我們會將基金納入方案裡，並結合地方創生，這是我們爭取的一個

過程，向學界做一個報告，我們會努力去爭取。那我在這裡也特別拜託于

躍門老師，與我們一起合作，把這個方案討論擬好之後，我們持續的來報

院，以上作一個簡單的補充。謝謝大家。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要提出？

因為還有一點時間，我們就提出來，請先報一下單位。 

 
提問人：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黃銘鐘理事主席 

我是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理事主席黃銘鐘。 

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成立於民國九十年，那個時候應對政府採購法頒

佈，政府機關的勞務採購完全根據政府採購法的勞務採購發包，所以我們

那個時候應運而生。我們經過了十六年的營運呢，我們原來社員有四十幾

個，現在已經擴充到兩百多個。我們的營業區域呢，擴及到全省，因為現

在電腦化，這種標案運作很方便。所以，包括最高合歡山松雪樓，那邊都

有我們的社員。因為發展規模很大，到 105 年我們的社員兩百個以上，我

就思考怎麼樣去召開社員代表大會。不然，我們老實講以前要開社員大

會，坦白講都是造假的，不可能這一些派遣工由全省各地集中到臺北開會

選舉。當然，我們合作社法的原則就是民主管理，我們都由法定會議選舉

理監事、社員代表。可是那個時候我就思考，總共兩百多個人要推選六個

代表，怎麼推選？後來，我看到合作社法第十五條採取登記式。登記制，

不要認為那些社員願意來做社員代表，我們都是一個一個去拜託，拿申請

表請他們填寫資料，勉強才收集了湊足了候補的七十四個人完成這個選

舉。可是選舉我們用什麼方式？只能用分送的；或者用通信的；或者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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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會在臺北親自簽名，才能夠開會、選舉圈票全部集中起來。結果集

中起來了，我就把選舉紀錄放進內政部。內政部(回覆)結果很意外，說我

們這個不合，是採取非議事的方式，懷疑這正當程序性，就把我退回來。

退回來了，以後呢？我就和他說，因為我們遍佈全省，執行這工作有窒礙

難行之處，請他們寬容。結果他又說，你可以採取非議事方式。，我說搞

合作社搞了三十幾年，合作社法我幾乎每年都看，我不曉得有什麼叫做非

議事的選舉方式，我一直思考 105 年以前法規，後來他提醒，提醒說你採

取非議事的選舉，要在章程裡訂定。我就想光是配合 104 年合作社法修訂，

章程已經大幅修訂、報備了，接下來又要修改章程，修改章程起碼要花兩

年以上的時間，對不對？反正 2017 年是說合作社包容年，你就包容一下

嗎?准予備查那麼困難嗎？結果對不起！內政部連續下我五道金牌，不准就

是不准。包括我五月十八號開社員代表大會完成理監事選舉都完成了之

後，整個紀錄退回來，我後續作業我不知道怎麼做。我們這個合作事業，

如剛才吳主任講，我們都是傻傻的人！我已經八十歲了，于老師、孫教授

都曉得我以前怎麼搞勞動合作社，現在我的營業額已經到一億七千多萬，

從無到有，我們這個過程多麼費心，可是我們現在很遺憾的就是內政部從

中部辦公室搬到臺北以後，經辦人一年換三次。換三個經辦人我們怎麼和

他溝通，甚至於我們和他們說這個有困難，要怎麼報？怎麼報公文都寫給

你啦！他說好好，你就報來，結果不曉得哪一個長官又把它擋回來，全部

退回來，所以我非常錯愕，也不知所措。所以我我今天把所有的公文都帶

來，往返的公文我整套帶來，我請陳主任帶回去，幫忙我研究一下怎麼處

理，好不好？不要讓我們社務運作都沒有辦法深造，停頓，拜託拜託！這

一疊我全部帶來，你拿回去研究，整個答覆都在裡頭。 

 

共同主持人：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茂春主任 

這個案子涉及選舉程序的爭議，你們有通信的，也有現場交給人家

的，這是個別案例，我想個案問題不宜在今天研討會討論，會後我們再跟

你討論說明，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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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人：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黃銘鐘理事主席 

我再強調一點！ 

105 年修改的就是小的社員分布辦法，現在我們有電子投票、通訊投

票，已經把這精神改進去了。老實說，我的做法比你更先進，在還沒有前，

我就用這個方式，你現在又不承認，又說是一定要在那個…。我帶給你，

請長官拜託包容，放我們一馬，好不好？ 

 

共同主持人：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茂春主任 

嗯，有時候不是不放你一馬，是因為法令上的規範，你如果沒有符合

法規，我們也很為難啊！  

 

提問人：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黃銘鐘理事主席 

我們也再補件！ 

 

提問人：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黃淑德理事主席 

因為上星期，有民意調查針對臺灣民眾對於能源和電價敏感和支持

度。我想有一個小小的結論，讓大家同時看一下。這不是我們做的，但是

我覺得值得大家這個時候看，臺灣民眾現在對於再生能源發展、及如果要

漲電價或者是支持度，就兩、三張了，我想請大家看一下。 

其實，在談任何社會改革和改變，民眾支持和官方政策，到底大家有

感和無感?第一個是臺灣的能源轉型現狀，我們剛剛帶到一些社會的現況，

因為合作社是對應到社會的需求而做的一種社會改造的工具，大家現在的

處境和政府明確政策，到底是推得動？推不動？我們是停在那裡觀望態

度？還是參與。第一個是臺灣社會對於能源轉型，這是今年年初做的。因

為有深澳電廠，到底要不要再有核能電廠？其實是七成的人民認為電力的

來源應該要轉型為再生能源，這邊讓大家有一個機會了解新聞上可能沒看

到的。九成的民眾願意接受節電，並不是限電喔！節電的措施。再來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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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眾願意接受電費什麼程度的漲價，但是民眾不滿因素在哪裡？是對於

空氣品質的不滿，超過八成。然後有一半的民眾對於新建燃煤電廠，即便

叫作超臨界乾淨的，民眾它還是有擔憂和不支持的。到底再生能源在臺灣

發展，民眾的支撐點在哪裡？特別請看二十到二十九歲的人，有將近八

成。但是，對不起，我們五十歲以上的人，對這個部分支持度就和剛剛那

樣，老師有提到，我們五六十歲左右後，五十幾歲的人其實是乖乖牌長大

的人，我們絕對相信媒體和我們說的，可是年輕人他們的世代，我們現在

在做的能源轉型都是年輕人他們對於自己未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他在這個地球上、在這一個環境生長，他們決定的、他們想要對的生活環

境在哪裡。所以，很很特別的是，民眾對於政府的施政無感最高的，也是

二十到二十九歲的。再來就是願意承擔電價稍微高一點的支撐點，願意負

擔高一點的電價也是二十到二十九歲。所以，我們在談世代交替的時候，

如果我們看到世代差異的話，決策權拿在誰手上？社會的轉型，不管是能

源；或者是民主轉型；或者是所有的經濟正義的轉型。請大家注意世代的

差異， 2038 是什麼意思？若今年你參加一個再生能源的行動，你不管支

持什麼，其實看到的二十年已等售電價的給我們的支撐點也是二十年，可

是未來能源在二十年後會是什麼樣子？決定於我們現在的行動。最後就是

年輕世代和我們現在普遍投票行為、或者是決策掌握在什麼樣的世代上

面，其實是有一些差異的。所以，以上介紹，謝謝。 

 

提問人：有限責任屏東縣群聚長青公用合作社 左啟賢理事主席 

主席、各位親愛的合作社事業朋友們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我感

恩吳大哥給我們合作社，尤其是勞動合作社的概念，第二要感謝我們梁玲

菁教授給我們有關公用合作社，尤其是住宅合作社的概念。第三，我們真

的很感謝校方給我們相關的一些指導。我個人是代表有限責任屏東縣群聚

長青公用合作社，我是左啟賢。很早在南部，是第一個以公用合作社的概

念來成立的，但是，就如同今天我們主席所提的，我們對合作社的事業是

非常有展望、非常有信心的，因為，孔子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所以，我在這邊建議，例如說下一次、或者是內政部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將今天我們參與研討會的做一個群組，將相關的一些資料或者

是一些討論的議題，比較重點式的給予我們相關參與的朋友，第二個建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96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159 -



 
 

議，不瞞各位，內政部前天參與過樹德，在南部，樹德科技大學所辦的，

也就是整個區塊的部分，就是做一個合作的議案，產、官、學員全部都召

集，然後用這樣的方式給予更多元的參與跟研討，做為以後要辦類似研討

會時的參考。第三個建議，譬如說我們法律各方面，今天何委員也在這邊，

是不是可以訂出比較明確的？例如說合作社法裡第三條就有規範，比如說

我們公用合作社是第八項第七項，那最後一條最後一小項目就說可以兼併

經營其他的項目。那一般人，說實在話，合作教育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在

相關的這些(法律)，尤其是我們有合作相關的這些學校，是不是可以將這

些合作社法裡的條例、規定、或是細則，是不是可以更方便的讓大眾了解？

這樣的話，可以吸引更多，尤其是我們年輕朋友，以上這陣子的感受。就

如同剛我們主任也提到，我們國發會的主委陳美伶在我們的今周刊 1114
期就有提到，尤其是地方創生的詳細內容。今周刊，如果各位有興趣，真

的記起來，1114 期有詳細的內容，包含國發會的相關資料，比如說補助多

少錢，我們希望不會因為補助來做相關的合作社事業，以上建議與期待。

希望我們事業發達，身體健康、愉快，謝謝大家。 
 

共同主持人：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茂春主任 

好，謝謝。您剛建議的，尤其是涉及到法規的部分，我們後續再來研

議。至於這個群組的部分，承辦單位可以思考看看。 
 

提問人：中國合作學社 梁玲菁常務理事 

主席，還有台上各位長官，我要先感謝幾位人士。 

第一個感謝合作學社，一路走下來孫老師、于主任，還有緊接是我們

蔡建雄教授來接掌。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還是可以繼續做，合作界其實是

「有心，自然就事情很多」。要做傻傻的人很快，要做聰明人也不簡單，

這是第一個感謝。第二個感謝是尤美女立委，就像剛何碧珍委員講的，我

們很難碰到一位一直支持我們合作的發展，因為在立法院裡有相當多的法

案都是她幫忙，未來的部分，當然請在座各位，如果有你覺得可以託付的

對象，就要努力耕耘這一塊關係，這是我們合作界的社會資本，我想這是

一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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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感謝何碧珍委員，因為一路我們從婦女一直到兩公約的部分，

雖然後來兩公約，她沒有參與。但是因為這樣子的開拓，讓我們在各級政

府間，其實都有或多或少迴響。雖然法務部不理我們合作界，沒有把我們

排進去後續的「結社教育」這一塊，但是我們這樣一步一步，從各級政府

來做也是很可行的。另外，她也在前場與談加拿大住宅合作運動，從皇后

大學學生宿舍經驗，非常贊成本校新建宿舍，若商學院本系可以朝著「使

用者住宅合作社」實驗方案建議試行，讓年輕學生在校內練習生活民主、

共同管理。第四個要感謝許多夥伴，如在場有新興基金會年輕人、伊甸的

朋友們，也有我們智立勞動合作社的奇夢子好朋友，也有從屏東上來的左

理事主席，還有第一照顧的倪經理。特別在五月初，個人還到屏東倪經理

那裡，了解稅制的部分。請容許我坐下來說接下來建議的部分。 

首先，回應一下碧珍委員，她剛剛有提到「住都中心」，因為這是今

年二月份才通過法律的部分。實際上，如果大家去看看那個條例，董事會

的組成恐怕還是在建築業人士的部分，但是「住都中心」將來會管到國有

財產之社會住宅建設這領域，所以我們一直大聲疾呼，特別像「臺灣銀行

家」的月刊裡，今年四月號也刊登出來，提出一定要有社會經濟方面的專

家，甚至於應該要有合作經濟的專家放進來。 

第二個部分，剛剛很好，願意做更多的小型會議，特別是稅制。我在

這邊要和大家說明，因為稅制在我們的財政部賦稅署，所得稅的部分是非

常不容易去做開發。特別每一次就和你談，官員會問：「合作社開放給非

社員百分之三十以後，那豈不是和公司一樣？」我們也解釋過，可是這個

地方還是需要持續耕耘。所以，我認為接下去小型會議，第一優先，稅制

是所有合作社都會用得到的部分，這是一個優先！在此，要轉告尤委員的

交待，在會期結束之前，本次任期之前，多多利用她，趕快完成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個。 

再來第三個建議，就是住宅會議部分，還是需要有一個專門只為住宅

合作來開設的，因為社會住宅並不等於住宅合作社。這一點，我想陳主任

可以理解的，我們在6/1和花敬群次長談過，他也因為看到了這個法令上相

當不友善的關係，所以他曾建議是不是可以朝向有一個住宅合作專章的可

能性?我們在座中間6/27即將有一群人會去德國參訪ID22組織(後補：請參

閱梁玲菁、蔡孟穎(2017)德國住宅合作 創新城市永續發展，合作社事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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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99期)。剛剛提到不管是走出孤獨、老人、難民、或者是年輕世代、或一

般家庭的居住，他們將體會到什麼叫做住宅合作社。所以這個會議，我比

較建議在七月以後，讓他們可以有一點整理，然後再分享給大家，這是比

較具體的部分。 

還有第四個建議，現在營建署和合作司，兩邊一直都沒有提出辦法去

執行合作社法第54之2條的輔導方案。我們一直希望他們拿出來，為什麼？

因為各縣市政府都在等。如果有任何一個實驗方案的方法在裡面行動的

話，那他們都可以跟進來做這個對的地方，所以特別拜託陳主任，我們能

不能有進一步作法？ 

至於最後連結，或者是教育，我想開發這個potential (潛在)的團體跟

potential 社員是非常重要的。十幾年前在泰國訓練的時候，那邊做法，你

把人找來，不如你走出去找人。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去各地方的大學，這是

科技部正在做「人文創新社會經濟」和不同的大學的結合。所以今天也有

暨南大學的老師也來參與這一件事。與不同的大學結合，是你(執行者)到
當地去找到他(需求者)的問題，因為合作社因人，不是制式化的，對不對？

所以，是依需求而去做輔導的改變，沒有一套執行是完完全全相同，但是

辦法、法規是可以的。人的需求是千千百百種，到底有沒有機會？這個叫

做「動態式輔導團」，這個在教育執行上要出來。 

以上是我看待這些合作社發展問題時，未來即將也可以做的事情。所

以他們要參訪德國的話，我們願意提供意見並蒐集資料。我們期望七月份

以後，能夠把這個當作是一個議題，把住宅法裡的不合理地方，只要有一

個突破點把合作定位放進去，其他的法律大概都可以比照著走，這個是一

個非常急迫的事情。雖然花次長都說：「梁老師，妳不要急！不要急！」

但是民生的問題，絕對很急! 謝謝大家! 謝謝! 

 

共同主持人：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茂春主任 

梁老師，這個我們就一步一步來做！七月份如果回來有機會，我們可

以聽聽大家回來以後新的觀念或概念，我們當然很樂意。我們也請何委員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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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何碧珍委員 

好，謝謝。其實，我有一個感想，先前王瓊枝理事長說，唐鳳政委到

臺中去參加揭幕，我還覺得說為什麼不來參加我們研討會？這個意思就是

說我們合作事業這麼久，這一群人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去做資源連結，他才

是這件事情能不能夠讓我們再提升、往前走一個重點關鍵性人物。唐鳳是

很聰明的，而且很能夠接受新事物的人。內政部部長其實也很支持，可是，

去年我們去拜會的時候，說要往上爭取，好像沒有做這件事情，不然唐鳳

政委不應該不知道在他的推動裡，他合作事業的觀念都還沒有長進去，雖

然他媽媽是主婦聯盟的創始者喔！可是，我覺得他自己個人這部分還沒有

長進去，所以我們並沒有被排在社會企業裡的重要區塊。我覺得這是非常

可惜而且遺憾，未來一定要往這個方向，爭取這麼好的資源進來，協助我

們、支持我們。 

另外，剛剛陳主任有提到，我們合作事業發展基金。這個綁在我們行

動方案裡。坦白說，我覺得法裡已經規定，104 年通過。我們還要這樣遮

遮掩掩，綁在某一個的行動方案裡去做。當然，如果綁進去經費，應該不

會太多，這個可能和我們先前期待和要求差很遠。也不知道現在的期程為

何？我知道內政部籌備司的人員很辛苦，人少事多，要去爭取這個，坦白

說真的是很不容易，當然我們大家還是支持。我想不管如何，現在這個行

動方案，我有一個想法，就是基金不知多少錢，可是現在我們合作事業要

再往前推展的話，我想最重要的是經理人的概念。各個不同領域裡的合作

事業經理人，有沒有具備對這樣合作事業的信仰；清不清楚他的做法正不

正確；或是方向對不對，這件事情關係著一個合作事業能不能往前走很重

要部分。過去在省的時候，我知道是有這樣經理人的培訓，現在都沒有了。

所以，如果說能夠利用這樣基金行動方案裡，將這個放成是最重要的一

塊，包括剛剛方秘書長提到合作學院的事。如果說能夠從這邊再把經理人

的概念，還有培力培育，能夠再做好，我覺得這個部分會帶動現有所有合

作事業的社員往前走，然後合作新的社會產生出來，新的合作事業型態能

夠運作的好。我想合作事業和一般公司行號企業不太一樣，公司行號企業

只要說，專業上很清楚。譬如說，我是電子科技的，我只要知道領域，就

可以去經營好公司。合作事業不只是在領域裡要有專業素養、知識、技能，

要去競爭之外，更要在合作事業這樣一個價值裡要掌握的很精準而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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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才有辦法讓合作事業能夠成功。所以，如果說未來合作行動方案裡，

要開辦不論是工作坊、或者是學堂、學院也好，我建議從目前年輕人會比

較希望投入，且符合時代需求的兩個面向，一個是今天主講合作住宅部

分，因為對年輕人來說，解決住的問題是他們急需要的，如果說能夠培育

一群年輕人，具備很多剛剛那個科長講的建築、所有土地概念什麼的，這

太複雜了，一定要非常的專業在那一塊，還要合作正確的理念。另一個是

照顧服務合作社，我覺得這也比較簡單，已經有成功的案例。我們只要再

去訓練更多很清楚要去從事這合作事業的經理人，去號召並組織已經被勞

動部培訓的照顧服務員，其實就可以經營照顧勞動合作社。我覺得這個部

分未來是可以比較兩個區塊，當然包括：綠能，也是我們國家未來要發展

的，可是我覺得難度是更高啦。所以，可先從這兩個區塊行動方案內好好

思考，以上謝謝。 

 

共同主持人：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茂春主任 

好，謝謝何委員，給我們很多指導，但是可能也有一點點的誤解。因

為如果單獨向行政院提出要設置基金，是非常困難的，像儲蓄互助社餘裕

資金的議題單獨報院，我們就被行政院打回票。所以，這一次的基金，以

我行政三十年的經驗，我先求有，有了以後能夠成立，將來要增加比較容

易。從有都談不到的時候，要談其他是很困難的。當然，有了以後，剛剛

何委員所提到的這些，絕對都可以做。合作社有那麼多種類，我們甚至於

對這些經理人應該要做分門別類的規劃，不可能是單一的訓練。每一個人

的專長都不一樣，綠電的、住宅的，運輸的，各方面的，基金成立後可以

規劃一些教育訓練、培育這個就容易多了，這是我的看法。我們大家一起

共同努力！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最後一個問題。 

 

提問人：謙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林孝威不動產估價師 

我想談一談住宅合作社，因為剛才住宅合作社那一段研討議題沒有表

達時間，有些心裡的話悶著不說感覺不舒服。我先介紹，我是謙信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的估價師 林孝威，我本身是念建築的，都在從事不動產之

相關產業。其實我認識合作社是 103 年進到主婦生活消費合作社，開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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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了解合作社的整個理念及實務操作概念；那 105 年我開始蒐集了解國

外住宅合作社的相關概念。因為今天研討會剛才有提到都更和現在政府的

新政策“危老重建”，我想用不同角度來看這件事，我認為住宅合作社和都

更、危老重建是有一些互補關係，其實就住宅合作社我認為是一個主動的

合作關係，而都更、危老重建，其實社區中早已存在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關

係，這是一個潛在的合作關係。但是，是要被開發出來的，所以它是被動

的合作關係。住宅合作社在研討會談的和住宅合作社研討論述，現在很多

都是在談理念，這個理念的基礎上，如果你要變成實際方案，那你的基本

功是什麼？也許是要去學習和了解相關不動產專業和考量台灣產業生態

條件…等，當產業生態了解之後，你的招式才有辦法切入。而現在都更、

危老操作模式，核心是什麼？我個人認為經濟利益，現在都更危老政策的

招式就是容積獎勵、就是時程獎勵，但是有很多的社會價值都沒帶進去，

而今天住宅合作社有很多重點放在社會價值的思考和融入，所以我認為住

宅合作社和都更、危老重建是具有互補關係。 

所以，政府與民間已經有很多作法在都更、危老重建這邊投入了那麼

多資源時，政府與民間有許多不動產領域專業的整合資源，此刻研討會在

談住宅合作社心法理念時，我會建議再多了解已累積不動產專業上的架構

資源，這是政府與民間致力投入都更累積資源，我覺得在論述住宅合作社

這一塊，是有必要去了解不動產專業基本功，我也覺得今天論述住宅合作

社那麼好的社會價值概念，為什麼沒有辦法導入都更&危老重建去增加擴

充其附加價值呢？ 

今天政府政策就是要創造更好更多價值的時候，當大家認為及我們政

府官員都認為不可能的時候，住宅合作社的社會價值思考就不會擬定、實

踐，今天當大家認為有可能的時候，事情才可能會發生。以上是我今天想

表達的一個概念，也許我現在沒有辦法馬上提出解決方案，可能也沒有太

多資源給我可以去做這個解決方案，剛好有機會透過此研討會發表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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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人：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茂春主任 

好，謝謝。你現在的概念就是我們大家未來要一起努力的目標。感謝

你把這個概念提出來。我常說，都更其實就是一個發展權的使用，政府就

是握有容積，有這個才有動力及所謂的經濟利益，現在我們花次長專門在

處理都更的議題。剛這位先生提到，這等於是社會的價值，還有像剛剛孫

老師所提到一些理念和問題，未來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今天就到這裡。研討會在這裡圓滿結束，大家再以熱烈的掌聲，特別感

謝臺北大學，給我們這麼好的服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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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名單 



 



與會人員名單 

 

 貴賓、主持人、發表人、與談人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陳宗彥 內政部 政務次長 

尤美女 立法院 立法委員 

何碧珍 行政院 性平委員 

陳茂春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主任 

麥勝剛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理事長 

李承嘉 臺北大學 校長 

孫炳焱 臺北大學 名譽教授 

于躍門 財團法人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黃啟瑞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吳肇展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蔡建雄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中國合作學社 教授/理事長 

池祥麟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教授 

方珍玲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教授/秘書長 

劉  鋼 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教授 

陳淑玲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副教授 

李桂秋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副教授 

葉俐廷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助理教授 

黃淑德 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理事主席 

梁玲菁 中國合作學社 常務理事 

楊少瑜 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科長 

倪榮春 有限責任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經理 

蔡孟穎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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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人員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張福仁 內政部合團司 視察 

林素珍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長 

林鈺聆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專員 

張家榮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陳雅晴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葉子瑄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張森宇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總經理 

高淑娟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主任秘書 

蔡文彬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組長 

李玉琴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專員 

高毓璟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辦事員 

黃輔仁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退休人員 

吳天登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理事長 

黃信明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副理事長 

王永裕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秘書長 

康建民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組長 

蘇玲如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副組長 

王仁宏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專員 

詹場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副教授 

柯文乾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副教授 

王傳慶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理教授 

吳雪伶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理教授 

唐錦秀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丁秋芳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兼任講師 

張懿蕾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教 

黃綉利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社台北區會 教育委員 

李佩禧 中華民國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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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柳家瑞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理事 

陳玲慧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中分社 社員 

張育章 主婦聯盟合作社 
淡水地區營運委員
會主任委員 

鍾素瑛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社會工作師 

廖國欽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約聘人員 

賴緣如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專門委員 

林吉鶴 台中市善耕慈心生產合作社 理事 

秦月雲 台北市中山區合作社 司庫 

陳志堂 台北市中山區合作社 理事 

陳玲玲 台北市中山區合作社 理事 

呂秀貞 台北農產公司 課長 

黃淑華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企劃部 經理 

鄭思琪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學生 

楊皓凱 台灣省蔗農消費合作社 總經理 

曹小蘋 台灣省蔗農消費合作社 總務主任 

林銘勳 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 副總經理 

陳仁達 台灣電動商用車聯盟 理事長 

許秀嬌 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理事 

陳玉翎 立翎會計師事務所 所長 

高日青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台南區區長室高專

張盟宜 伊甸基金會 台南區區長 

邱義興 伊甸基金會 高專 

蔡孟君 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洪秉澤 地下社造勞動合作社 社員 

李仲庭 地下勞動合作社 理事主席 

翁美川 有限責任台北市智立勞動合作社   

李尚謙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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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陳郁玲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常務理事 

黃銘鐘 有限責任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理事主席 

陳進貴 有限責任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監事主席 

左啟賢 有限責任屏東縣群聚長青公用合作社 理事主席 

王澍德 有限責任屏東縣群聚長青公用合作社 辦事處處長 

李金慶 有限責任智立勞動合作社   

周真瑩 有限責任智立勞動合作社   

張惠美 有限責任智立勞動合作社   

黃素瑤 有限責任智立勞動合作社  

羅春嬌 有限責任智立勞動合作社  

張慧雪 保證責任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 主任 

郝文正 保證責任基隆市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陳昇佐 時報資訊 業務專員 

林晉佑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組長 

蕭榮烈 國立台北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王翠菱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

中心
經理 

葉家瑜 國立暨南大學經濟系 副教授 

張堅華 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 理事主席 

黃昭胤 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 理事主席 

陳芃年 基督教芥菜種會 研發部主任 

邱佳頤 基督教芥菜種會 專員 

賴宜君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助教 

林科廷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碩士生 

陳文忠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碩士生 

洪梓鈞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碩士生 

王常怡 都蘭診所 公關 

林吟鳴 普元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督導 

蔡金山 植物工廠協會 副理事長 

陳怡樺 無 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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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陳岫之 新竹市厚食聚落農食合作社 理事 

劉潔鳳 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理事 

鐘苑紋 綠主張綠電合作社 專員 

莊友欣 網絡行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侯雅齡 臺北市敦化國中 導師 

彭憶茘 輸出入銀行 退休處長 

林孝威 謙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不動產估價師 

張月瑩     

陳安如     

陳盈升 文化園區 志工 

林耀宗 國軍軍眷住宅公用合作社 總經理 

李瑞玲 國軍軍眷住宅公用合作社 業務副理 

魏懌雯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主任秘書 

劉祥岱 國軍軍眷住宅公用合作社 理事會業務員 

史美延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專案經理 

張彤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黃焜烽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陳俐帆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歐峻程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郭鑒慶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劉釋孔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李政恩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林品君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林思凱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林敬瑜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林裕禮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張仲豪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許凱玲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郭芷柔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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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陳仲軒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程逸飛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黃郁傑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劉人綱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研究生 

湯玉霜 
內政部營建署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籌備處 
 

潘嘉慧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徐肇尉 立法委員蔡培慧國會辦公室 助理 

賴芸貞 立委蕭美琴辦公室 助理 

甘士照 中華人之幼協會 理事長 

張舒雯 中華人之幼協會 副主任 

黃卉莉 慧力教練  

周睦怡 台灣大學社會系 博士後 

林怡韻 逢甲大學合經 研究生 

黃榆晴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企畫部 

王維綱 玖樓共生公寓 共同創辦人 

黃以同 台大 學生 

徐菀庭 玖樓共生公寓 專案經理 

王瓊枝 綠色 21 台灣聯盟 前理事長 

莊安祺 芥菜種會 專案室主任 

蕭英成 永齡慈善基金會 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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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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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麥勝剛 理事長 

內政部 

陳宗彥 政務次長 
  

臺北大學 

李承嘉 校長 

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池祥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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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合作學社 

蔡建雄 理事長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方珍玲 秘書長 
  

臺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陳淑玲 副教授 

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劉 鋼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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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黃淑德 理事主席 

臺北大學 

孫炳焱 名譽教授 
  

中國合作學社 

梁玲菁 常務理事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孟穎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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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何碧珍 性平委員 

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楊少瑜 科長 
  

財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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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桂秋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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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葉俐廷 助理教授 

有限責任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 

勞動合作社 倪榮春 經理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陳茂春 主任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張森宇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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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黃啟瑞 主任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吳肇展 主任 
  

綜合座談與閉幕式 

左起：黃啟瑞主任、方珍玲秘書長、陳茂春主任、蔡建雄理事長、吳肇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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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主席長官貴賓合影 

左起：內政部 陳宗彥政務次長、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麥勝剛理事長、 

臺北大學 李承嘉校長 
  

 

左起：劉鋼教授、黃淑德理事主席、蔡建雄理事長、方珍玲秘書長、陳淑玲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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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楊少瑜科長、何碧珍委員、孫炳焱名譽教授、梁玲菁常務理事、蔡孟穎助教
  

左起：倪榮春經理、葉俐廷助理教授、于躍門董事長、李桂秋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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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6 屆國際合作社節研討會現場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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