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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 

 

 主持人：5 分鐘，不舉牌不按鈴提醒。 

        請主持人自己控制時間。 

 發表人：25 分鐘，以按鈴方式提醒。 

        『結束前 2 分鐘按 1 聲鈴提醒』。 

        『結束前 1 分鐘按 2 聲鈴提醒』。 

        『時間到按 3 聲鈴提醒』。 

 與談人：各 12分鐘，以舉牌方式提醒。 

        『還有 2 分鐘』。 

        『時間到』。 

 

§ 每場次的交流時間為 15 分鐘，每人發言 2 分鐘， 

  時間到按長鈴 1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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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工作 分享幸福 

于躍門 董事長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李修瑋 理事主席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一、尊嚴工作的意義 

    「合作社享有尊嚴的工作」(COOPS 4 DECENT WORK）為今

年國際合作社節的主題。這一主題呼應了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

標  (SDGs）第八項目標–尊嚴工作與經濟成長(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希望合作界能攜手合作，共同維護人類的生存

權與社會正義，分享工作上帶來的幸福。 

    尊嚴的工作，緣自 1999 年國際勞工局 Juan Somavia 出任局長

時在第 87 屆國際勞工大會報告的題目，這一個題目接續了 1919 年

國際勞工組織成立時的《憲章》、1944 年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費

城宣言》、1998 年第 86 屆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工作的基本原則

與權利宣言》，以及 2008 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的《公平全球化的社

會正義宣言》。報告強調︰「當今國際勞工組織首要的目標是在自

由、公平、安全及尊重人格的條件下，促進男女獲得有尊嚴且具有

生產力的工作。」 (The primary goal of the ILO today is to promote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and men obtain decent and productive work, in 

conditions of freedom, equity, security and human dignity.)。(ILO,1999）

換言之，自由、公平、安全及尊重人格四項，被視為尊嚴工作的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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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社提供尊嚴的工作 

    目前全球合作社已僱用 2.79 億員工，佔具有人道精神的總僱用

人數 10%。這些員工散布在各個領域，享有合作社提供︰較為持久、

能縮小高低職位所得差距、城鄉均衡分布的工作機會。 

為何合作社能提供人道精神的工作環境？國際合作社聯盟在

慶賀文表示，合作社是以人為主的企業(people-centred enterprises），

有民主管控的特質，在任何工作場所，會把人性發展與社會正義置

於首要的位置。 

    現任國際合作社聯盟主席 Ariel Guarco 表示，「合作社能透過

民主參與，改善社員的生活、所處的社區以及這個世界，協助經濟

體內所有的部門增加就業的機會，並提供尊嚴工作的環境。」這一

句話，不但呼應了 1999 年國際勞工局 Juan Somavia 局長的報告，

同時也告訴世人，加入各類的合作社可以享有尊嚴的工作。 

    今日，社會不公平的現象正在擴大、就業不安全的情形正在增

加、高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時候，面對年輕族群顯著失業之際，會選

擇「合作社享有尊嚴的工作」作為今年國際合作節的主題，即是告

訴世人，合作社無論在提供尊嚴的工作，或從事地方社區社會與經

濟的培力工作，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能帶來包容與永續的成長，

且在這過程中不會拋棄任何一位社員。 

    從國際合作社聯盟出版的《合作事業與就業︰全球報導》

(Cooperatives and Employment: A Global Report）顯示，在不同國家

訪談中發現，合作社的員工大多有「追求效率、分享適應性、參與

感受、家庭般的工作環境，以及強烈的認同感的工作經驗。」願意

讓自己外化到合作社，並願意讓合作社內化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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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與合作社透過內化與外化的雙重動因，有了價值驅策的力量，

享有尊嚴的工作。  

三、合作社實踐勞動自主與尊嚴的工作 

    合作社是以人為本的企業，具有社員民主掌控的特質，加上其獨

特的價值觀、原則和治理結構，往往被視為更能實現尊嚴工作與社會

正義的組織。但是在各類合作社中，消費合作社不同於勞動合作社，

業務面向較為特殊，社員多數為消費者而非勞動者，因此員工的勞動

權益和尊嚴工作如何維護，又面臨何種挑戰，值得重視。 

    茲就日本生活俱樂部生活協同組合（消費合作社）、韓國 Hansalim

合作社聯合社為例，分享消費合作社如何實踐勞動自主與尊嚴工作。 

    (一）日本生活俱樂部生活協同組合 

  1965 年成立的生活俱樂部生活協同組合在推動社員自主事業及

減少僱用勞動方面有其貢獻。 

    生活俱樂部生活協同組合從牛奶的共同購買為起點，1975 年確

立了「自己思考、自己行動」、「自主營運、自主管理」的方針，社

員所需要的服務皆由社員來滿足，透過社員自主事業的發展，形成消

費合作社與勞動合作事業之間的合作，將合作社受僱的勞動人數減到

最少，朝向最極致的合作社前進。 

  1982 年起，從站所的勞務委託開始，勞動自主事業陸續開展，目

的不在擴張事業版圖，而是發掘區域內必須的需求作為事業，建立以

自主營運為前提的勞動者組織，以便完成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使命。 

  目前，由生活俱樂部生活協同組合推動成立的社員勞動自主事業

團體，已形成全國性的網絡ＷＮＪ（WORKERS’ COLLECTIVE NETWORK 

JAPAN），其下包含 11 個勞動者自主事業的聯合組織–如東京勞動者

自主事業合作社，6 個縣級團體–如房屋清掃勞動者自主事業 Abe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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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4 個贊助團體–如生活俱樂部生活協同組合連合會及相關組織等。 

  2017 年主婦聯盟合作社曾邀請東京勞動者自主事業合作社小柳

智惠理事長來台灣分享。這個合作社於 1984 年成立，是 48 個東京都

內的勞動者自主事業團體，共同出資成立的支援組織，其下有共濟會、

事業支援基金和包材及食材的共同採購事業。 

小柳智惠女士在分享時表示，在自主管理營運中，感受到工作的

尊嚴和價值。透過自主勞動，把美好生活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

這就是生活俱樂部生活協同組合的做法，從消費合作社開始，社員中

有活力的份子，投入自主事業的營運，既滿足了需求又創造了有尊嚴

和多元彈性的工作機會。 

    (二）韓國 Hansalim 合作社聯合社 

    韓國 Hansalim 合作社聯合社在協助員工組織勞動合作社，減少

僱用勞動，頗具成效。 

  Hansalim 是由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組成的合作社聯合社，社員數

達 65 萬人。2005 年開始，將冷凍及分裝物流作業外包。2014 年外包

工作者 22 人向消費合作社提出請求，自願組成 Hansalim 物流支援勞

動合作社，共同出資 2,400 萬韓幣 (每人出資約 3 萬元臺幣），主要

用來購買交通車。2018 年社員增加至 93 人，負責物流作業六個項目

中的 4 個項目。 

  2018 年底，台灣主婦聯盟合作社參訪時，該社接待人員對組社前

後的差別作了簡要的說明，其中以主人意識的認知為最主要的感受。

組社前，工作只能聽從上司指揮;組社後，自己可以發表意見。工作

不必硬撐到八小時，作業結束即可返家，且日常工作外，社員也自我

安排拜訪生產者、幫工支援農友、去孤兒院打掃、發放獎學金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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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觀看了他們一年來各式活動及歡聚的影片，讓人感受到這些

物流工作者如同一家人的親密情感，非常動人。勞動者體會到合作營

運的好處，主動組織勞動合作社。來自韓國的經驗，令人印象深刻。 

四、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的經驗 

    目前，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正嘗試推動勞動自主事業，

努力保障勞動權益。 

在經營理念上，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深受日本生活俱樂

部生活協同組合的影響，對於社員勞動自主事業的推展，一直不斷討

論與嘗試。2005 年底，邀請生活俱樂部生活協同連合會河野會長前來

分享，之後雖經歷各種討論和試行，惜未成功。 

2017 年再度邀請俱樂部生活協同組合人員來臺進行交流。2018

年參考日本經驗及實際營運成本，完成站所勞務承攬草案，並開辦 4

場大型說明會及勞動合作社教育課程。 

惟在溝通過程，即感受到工會及站所人員的激烈反彈，顯示對受

僱者而言，勞動保障比自主性更受關注；而原本即自主營運的 5 個取

貨站，在面臨受僱或成立勞動合作社的選擇中，有 4 個選擇成立勞動

合作社來承攬站所勞務。藉由選擇得知︰曾長期自主營運的團隊，較

能體會自主營運的好處。 

  基於工作者自主營運的意願不高，現階段主婦聯盟合作社只能在

勞動權益方面努力。至 2018 年底，合作社創造了 482 個(不含取貨站

人員 31 人）就業機會，包括 7 位身心障礙夥伴，以優於《勞動基準

法》為指標，努力為員工提供穩定的生活保障。 

    台灣主婦聯盟合作社目前的人事費高達營運費用六成，具有同工

同酬無性別差異、高低階薪資差異不高、工時合理、各項福利無職等

差別、鼓勵休假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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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時方面：辦公室人員工作時間朝九晚五，扣除用餐時間每日

工時僅七小時;站所採輪班制，平日營業時間上午九點至晚間八點，

週六早上九點至晚上六點，週日不營業，營業時間遠低於一般零售通

路，工作與家庭可以兼顧。 

  在各項福利方面：所有員工(含時薪人員）都享有同等待遇。除

基本之勞健保、三節及年終獎金外，還有健康檢查、團體保險、員工

旅遊、急難救助金及合作社結餘分配之職員酬勞金。此外，在三倉工

作之職員均提供免費午餐，站所人員則補貼餐費，員工在合作社利用

產品享九折優惠。 

  儘管在各方面朝向優於《勞動基準法》施行，但是由於長期以來

對專業技能提升及職涯規劃缺乏完善的計畫，公平的價值常被曲解成

齊頭式平等，以致工作表現無法得到相應的回饋，難以留住積極性人

才，組織趨向官僚化。這一發展趨勢，誠是 2017 年 7 月合作社員工

成立工會的背景。 

  以國際勞工組織對尊嚴工作的定義來檢視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

費合作社，可知在提供男女平等的工作機會和待遇、安全的工作場所

和家庭的社會保護、參與和自身權益相關的決策等，都比一般企業更

為落實；惟在提供更好的個人發展前景上，則有待努力。 

    保障各項勞動權益之餘，要如何創造更佳的工作環境和發展潛力 

，成為令人嚮往的工作場域，以吸引優質的人才持續投入，這是合作 

社的一大挑戰，也正是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此刻努力的方向。 

五、結論 

     尊嚴的工作是在自由、公平、安全及尊重人格下構築成的，是

人道的訴求，也是企業倫理的表現，更是幸福企業應該給予員工的

保證。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7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15 

 

    對營利企業來說，尊嚴的工作環境是要靠經營者自覺、自悟才

能實踐，但在實踐過程，利害關係人的對立，往往難以達成；反之，

合作社卻因制度的安排，早已將尊嚴的工作融入到合作社的定義、

價值及原則中，成為不可分割的經營理念。        

    從日本生活俱樂部生活協同組合與韓國 Hansalim 合作社聯合社

實踐過程了解，合作社所謂的尊嚴工作，不但為勞動自主提供了可行

的做法，同時，更能協助員工創造永續就業的機會，從被僱的客體過

渡到當家作主的主體。可以這麼說，在尊嚴工作下，合作社的員工與

合作社分享了“主人意識”的幸福感。 

    合作社是以人為主的企業，在人道精神的制度下，讓員工享有

尊嚴的工作環境，不因理監事更迭而有所改變；換言之，合作社的

員工與合作社休戚與共，立場一致，這說明為何合作社能帶給社員、

員工幸福的原因。 

    今年國際合作社聯盟以「合作社享有尊嚴的工作」作為國際合

作節的主題，這在全球化下特別顯示出它的時代意義，亦即在追求

社會正義的傳統道路上，須從永續的觀點來審視個人的自由、公平、

安全及尊重人格，彰顯人道主義的企業倫理。在這方面，合作運動

有責任喚起世人重視，回應聯合國的期待。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7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16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7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17 

 

 

 

論文一 
 

從社會經濟談年輕人投入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 

 

主持人：簡士超 副院長/逢甲大學商學院 

發表人：李桂秋 副教授/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與談人：吳肇展 主任/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林依瑩 董事/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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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經濟談年輕人投入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 
 

發表人：李桂秋 副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摘要 

依據內政部資料顯示 2025 年台灣 65 歲以上老者約占總人口 20.6％；台灣

即將邁進超高齡社會，政府希望年輕族群能夠投入長照產業。本研究擬從社會經

濟角度探討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本文有二次的問卷調查，

實證結果發現 63.3％年輕人傾向於不了解且不清楚政府長照 2.0 政策，但是經過

教育課程宣導後不瞭解政府長照 2.0 政策者則僅占 3.1％。年輕族群願意投入照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其首選因素是薪資待遇(71.8%與 87.5％)。研究也發現

年輕人透過教育宣導想幫助弱勢團體之比例則由 32.5%上升至 73.4％，而且年輕

人認為長照的平均月薪在 5.5萬元以下係屬合理。內在工作期望將會影響到年輕

族群願意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諸如成就感、獨立性及管理等。雖然有

九成以上年輕人認為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是很有意義而且重要的，年輕人

也願意支持政府推動長照 2.0政策，但是他們實際願意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工作之意願則相對較低(26.5％)，並且有六成年輕人認為生活最大的樂趣並不是

來自於工作。 

 

 

關鍵字：社會經濟、政府長照 2.0計畫、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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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因受到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影響，2011 年起加速成長，

2017年 2月首度超過幼年人口數，2018年 65歲以上老年人口約占總人口比率達

14.05％。依據內政部 2018 年資料顯示，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 331 萬 2

千人，約占總人口 14.05％；至 2025 年老年人口數將達到 20.6％，台灣將進入

超高齡社會，長期照顧者需求人數逐漸增加。可見銀髮照護及醫療保健的需求已

成為智慧友善城市發展之重要課題。政府業於 2007 年，推動了長照 1.0 十年計

劃，以在地老化為原則，提供的服務有 8種，包括照顧服務、居家護理、復健服

務、喘息服務、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營養餐飲、機構服務。鑒於長照 1.0 政策

出現許多問題，如政策宣導不足、預算嚴重不足、人力資源短缺、長照人員缺乏

專業知識以及行政作業繁雜等成效不佳，政府遂於 2016 年 9 月通過長照 2.0 計                                                                                                                                                                                                                                                                                                                                                                                                                                                                                                                            

畫，2017年全面正式實施落實「社區老化」、「在地老化」等長照政策。服務項

目共計 17項(照顧服務、交通接送、餐飲服務、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居家護理、復健、喘息服務、長期照護機構服務)、增加失智症照顧、

小規模多機能、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社區預防照顧、預防或延緩失能與失

智(強化運動生活機能的意識)、出院準備(服務體系的延伸)、在宅臨終、社區整

合服務中心(ABC方案)、原住民社區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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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民眾較便利性的服務，以提升服務輸送之可獲益性(李易駿，2017)。

政府長照政策無法真正做到全面落實其中最大的難處就是「照護人力不足」，政

府希望年輕世代族群能夠投入此產業。鑒此本研究擬探討年輕人對政府長照產業

的認知以及年輕人是否了解政府所推動的長照 2.0計畫，透過兩次的問卷調查，

探討年輕人投入長照產業之因素。除此之外，為了讓年輕人更為了解長照 2.0計

畫，利用兩個班級的教學課程實驗設計 9小時課程教育宣導政府長照 2.0 政策，

再次探討年輕人對政府 2.0政策的了解程度，並從社會經濟觀點探討年輕人投入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進而提出結論並建議給予年輕人、政府與照顧

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參考。茲針對政府長照 2.0 政策提出本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當前台灣政府長照 2.0政策。 

2.探討年輕人對政府長照 2.0政策的認知與了解程度。 

3.利用問卷調查方式探討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動機、工作信念、

工作期望與工作意願等構面之關連性，進而分析年輕人願意投入照顧服務勞

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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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文擬就台灣現階段實施長照 2.0政策探討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

合作社之工作意願，經由文獻回顧及兩次問卷調查之實證分析，提出就年輕人、

政府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建議方針。 

貳、文獻探討 

為了貫徹政府長照 2.0計畫，本研究擬從社會經濟內涵與意義說明台灣政府

長照 2.0政策及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概況並利用工作意願等相關文獻，探討年輕

人願意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 

一、社會經濟定義與內涵 

自 2008 年金融危機造成經濟的不景氣，嚴重的失業問題加上政府公共支出

社會福利的銳減，使得社會經濟更被社會所需要，更應被重視。我們也知道隨著

全球化競爭與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帶來了社會貧富差距愈為擴大、生態環境也

被破壞，利用合作方式以由下而上的力量善用地方資源、創意與創新和人與人之

間的合作來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缺失。因此，社會經濟係從彼此共同的需

求出發，透過合作互惠的方式來解決共同的需求和問題，並重新定義與實踐經濟。

社會經濟重視人的價值和社區群體的共同福祉，透過社會經濟的參與、民主決策、

教育賦權社群，強化草根民主。社區鄰里的社會服務、要求環境與生活品質服務、

強調文化、運動與傳播藉以促進社會價值，並凸顯「全球在地化」推動創新與地

方就業，激進加強地方社區發展與社會活力1。茲本文提出社會經濟定義與內涵來

說明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透過社會經濟創造地方就業機會與社區發展。 

(一)社會經濟定義 

自 1990 年代末期歐盟承襲合作經濟思潮由法國提出「社會經濟」並說明以

下主張：1.土地環境永續問題；2.弱勢地區經濟開發問題；3.人性關懷與勞動者

尊嚴問題；4.解決貧富不均、失業所造成的社會問題；5.組織的會員採取民主管

理，共同經營所得分配與未來投資的方向2。故而本文擬從社會經濟角度探討年輕

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及創造就業與社區發展。 

 

                                                      
1 依據曾梓峰，2003，社會經濟與第三部門產業化，研考雙月刊，27(6)，頁 33~39。 
2
 依據梁玲菁，2016，合作事業「四生一體」，共創社會經濟幸福，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4(2)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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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經濟內涵 

社會經濟的意涵主要係以自發性成立和經營方式以合作或互助型組織為主，

透過實踐培力基層和參與者均需重視分配正義、永續經營和民主參與。社會經濟

是以一種協力治理的方式由公、私和公民社會部門共同研擬公共政策（co-

construction of public policy），透過相關利益方以對話方式來凝聚共識，政府單位

也需持續性以夥伴關係參與並密切合作，以「做中學」的實驗本質，妥善運用公

共資金又能鼓勵創新的嘗試（Mendell and Neamtan,2010,70-71）。 

民間部門可以保持完全的自主而不完全依賴政府。茲提出以下兩個案例說明

加拿大魁北克的社會經濟情形(周睦怡等，2018，47-50)： 

1. 社區共宅(Community housing） 

此類公寓是提供給中低收入戶或有特殊需求的住戶所提供之住宅。該公寓由

住宅合作社（housing coop）買下，住宅不是私有而是公有，大家付租金來承租

房子。公寓裡大家彼此之間不僅是房客，更是以一個社群方式彼此在互動。住宅

合作社的會員包括承租者和其他一般公民。公寓裡的相關公共事務所需的人力則

大部分是來自於居民志工，該公寓也聘請幾位專職員工。由於居民長期居住會有

歸屬感，居民共同會為公共事務而付出。這是社群的培養和共同經營，共同一起

解決其生活上所面臨的問題。 

2. 家事服務(Domestic help) 

基於許多長者獨居在家，生活環境並不理想，長者無法獨自完成粗重工作以

及日常用品的補充，此時需要有人協助照料打理和提供服務長者的居家生活和品

質。家事服務的內容廣泛，包括：住家打掃清潔工作、除草、鏟雪、接送等服務。

主要的服務對象是高齡者或有肢體障礙的人。這類型的服務提供者可以是非營利

組織、合作社（coop）或團結經濟合作組織（solidarity coop）。使得老人可以

延長在自家生活的時間，而不一定要到安養中心。協助照料者能經由教育訓練取

得執照，讓其工作更為專業。 

上述社會創新的案例，很重要的是政府必需跨部會的協調和合作，才能有助

於社會創新的方案持續運作和產生積極性的效應。社會經濟相關的公共政策尤其

強調以夥伴關係協力治理，才能達成政策執行的成效，此也強調教育面對社會經

濟普及性的重要。在學校利用課程裡帶入社會經濟概念和思維，並透過與地方社

區的合作嘗試社會經濟的小型方案。因此，社會經濟或創新的方案若要長久有效，

公部門的運作也需要有所調整，才能讓制度與實踐能相輔相成。如何能夠兼顧共

存共好，社會經濟持續有賴於參與者彼此合作和協調的能力(周睦怡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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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玲菁等，2017)。 

本文擬就社會經濟觀點提出對勞動者的工作尊嚴及創造年輕人的就業機會，

以教育課程方式從社會經濟角度探討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 

二、政府長照 2.0計畫概述 

台灣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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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民眾普及性的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

照顧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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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之宗旨在於確保長

期照顧個案之服務品質、保障長期照顧專業人員之權益、協助建構理想之長期照

顧體系並促進長期照顧專業之發展。 

(一)若從品質、人力、設備、業務整合及效率等方面觀察台灣長照現階段實施呈

現之現象如下：(吳肖琪，2017；李桂秋，2018)  

1.各類長照人員服務品質呈現不同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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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職場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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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長照個案、連結長照服

務與培訓在地照顧服務之人力工作；惟至 2018年資料顯示偏鄉的長照人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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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照顧則屬

於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福利組之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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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服務，顯示

業務有待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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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藉由補助的

不同失能程度個案讓非營利組織提高整合與效率，讓長照服務體系能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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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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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提供跨專業功能的服務），以因應臺灣年輕勞動人力缺口」，將是長照 2.0 

政策新的挑戰。 

綜合上述，如何讓年輕族群投入長照產業來服務，是我們大家需要努力的方針。 

(二)政府長照服務民眾容易找3 

1.政府提供單一窗口 

    為提供民眾便利的長照服務，全國於 22 縣市成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及其

分站，提供單一窗口，受理申請、需求評估以及協助家屬擬訂照顧計畫等業務。 

2.1966長照服務專線 

    長照該專線已於 2017 年 11 月 24 日正式運作，民眾撥打專線後，長期照

顧管理中心將派照管專員到府進行評估，依其個案需求之不同提供量身定做長

照服務。 

(三)新的給付方式及支付制度，量身打造長照計畫 

1.整合長照服務，讓長照服務更為專業多元 

    長照服務新制自 2017 年正式上路，此項制度有別於過去民眾須各別瞭解

需求後再選擇各項長照服務資源，新制將原有的 10 項長照服務，整合為「照

顧及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及「喘息服務」等 4類給付，由照管專員或個案管理師針對個案長照之需求而

量身打造，再由特約服務單位提供長照服務，讓長照服務享有更專業多元化需

求。 

2.各類長照項目反應不同失能程度的照顧需要 

    新制上路後，增加了更多的評估面向（例如日常活動、特殊照護、情緒及

行為型態等），將各類的長照失能者納入長照服務對象；同時將長照失能等級

自 3級分為 8級，可更細緻的滿足不同失能程度之照顧需要。 

(四)發展多元在地之社區照顧服務資源 

1.日間照顧 

    目前國內大多數長者對於生活方式的選擇，仍偏好於居住在自家住宅或熟

                                                      
3 參考衛生福利部網路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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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社區環境。為了讓長者能獲得妥適的照顧需求，也能幫助子女安心工作，

政府透過廣佈日間照顧中心，提供失能者、失智長者日間照顧，維持並促進其

生活自立、消除社會孤立感、延緩功能退化，除了增加老者社會參與的機會外，

也提升長者與家人的生活品質，協助長者在社區中自在安老生活。 

2.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1)強調以長者為中心的照顧取向 

(2)規劃以日間照顧中心為基礎 

(3)擴充辦理居家服務 

(4)臨時住宿等多元服務 

(5)依長者服務需求，提供「客製化、個別化」的照顧服務 

3.團體家屋 

    台灣於 2009年推動試辦於一般住宅或公寓內，以收住 18位老人，由專業

人員提供照顧，讓失智症者在熟悉的家庭環境中，延緩退化的速度，並提高其

自主能力與生活品質，政府於 2017 年制定《長期照顧服務法》，正式納為法

定的服務項目。 

(五)長照人力資源 

    長照服務目前最缺乏者為從事第一線之照服員，政府提出許多對策予以因應，

其中包括: 

1.規劃持續擴大培訓及培育長期照顧服務及專業人力。 

2.整合學、訓、用機制，定期就長照人力充實相關議題進行跨部會討論，促進老

人照顧相關科系與長照單位產學合作。 

3.鼓勵開設校外實習課程吸引年輕族群投入，提升照顧服務的職業價值，並增加

照顧服務員職涯發展機會與多元發展管道，以充實長照各類人力。 

(六)台灣長照財源機制-指定稅收，穩定長照財源 

    《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已於 2017年 1月 26日經總統公布修正，增訂

了菸品稅、遺產及贈與稅調增之稅收挹注長照財源。《遺產及贈與稅法》、《菸酒

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於 2017年 5月 12 日及 6月 12日修正後實施。「長

照 2.0」是以社區為中心規劃，向前延伸發展預防保健服務、向後銜接在宅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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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健康照護資源，建構多元而連續的長照服務體系，期使所有長照需求者，均能

享有高品質且符合人性尊嚴的長期照顧服務。 

茲提出政府推動長期照顧政策之發展歷程如表 1。 

表 1：政府推動長期照顧政策的發展歷程 

1998年 
行政院核定「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  

行政院衛生署通過「老人長期照護三年計畫」。 

2000-2003年 行政院核定「建構長期照顧體系先導計畫」。 

2002-2007年 經建會推動「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 

2007年 行政院核定「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15年 長照服務網與長照服務法。 

2017年 長照十年計畫 2.0正式實施。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長照政策專區，2018  

三、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概述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係勞動者自有、自營、自享之經濟組織，茲介紹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特性，並比較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與協會兩者之間的不同。 

1.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特性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為勞動者基於工作上之共同需要，依據合作社法所成立

之法人團體，合作社向外承攬勞務，分配給社員工作，藉以減少中間剝削，增加

社員收益之自助互助之經濟組織。 

(1) 組織成員與目的：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成員需為具備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具備照服員

資格，其組織目的係為謀求社員彼此共同之經濟利益與生活之改善。 

(2) 經營業務：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主要業務為合作社向外承攬勞務（其雇主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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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之限制），提供社員勞務工作；合作社所承攬的勞務收入，除提撥必

要之管理費用外，其餘金額必須按照社員之工作性質及工作量分配支付給

社員。 

(3) 經營方法：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係依據合作社法，採用共同經營方法，其中每一勞

動社員除了是合作社的勞動者，有提供勞動義務外，也是合作社的主人，必

須共同參與決策；勞動合作社依據合作原則，推行民主管理，實施「一人一

票」制，每一位社員在合作社中均享有平等的管理權，不因認購股金之多寡

而有所不同。 

(4) 盈餘分配：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社員除了提供勞動力，獲得應有之工資外，合

作社於年終決算若有盈餘，勞動合作社會再按照社員當年度提供之勞動量

多寡，分別攤還給社員，充份實現公平合理的分配原則。 

2.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與協會之不同比較 

本文從法令、決策、稅賦及盈餘分配等角度，探討比較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及非營利組織之協會兩者之間的不同(詳見表 2)。 

依據倪榮春(2017)資料顯示，台灣長照人力不足原因係因為工作辛苦、沒有

尊嚴，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低薪」。倪經理鼓勵多成立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由於合作社沒有中間剝削且財務又公開透明。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照服員一個

月(工作 22天)薪資加交通費及持有專業證照者其月收入計有 38,032元，照服員

的離職率是「零」。目前照服員人數短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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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順暢等問題(王薏絜、伊佳奇，2017)。依據

郭育倫、黃淑奕及王薏絜、伊佳奇等資料，我們發現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確實可

以提供照顧服務高齡者之長照需求功能，也可以改善照服員的人力不足現象，並

可培育專業長照人才之訓練。 

四、工作意願 

依據 Lincolin & Kalleberg提出工作期望、工作信念兩大構面，認為工作

期望是勞工對於自身工作內容與結果所產生之重要效益，工作信念則是勞工自身

對於工作的動機與想法。工作期望分為內在、外在兩大部分，內在因素的工作期

望包含有成就感、獨立性、管理，外在因素的工作期望則包括有地位名譽、經濟

酬勞等（黃同圳，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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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與非營利組織之協會之比較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非營利組織之協會 

法令依據 合作社法 人民團體法 

成立之目的 
1.經濟目的為主 

2.社會目的為輔 
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 

發起人 7 人 30 人 

分布鄉鎮 沒有規定 組織區域內需有半數鄉鎮 

決策 全體勞動者參與決策 參與決策者非勞動者 

領導人 可連任多次 最多連任一次 

勞雇關係 社員既是資方亦是勞方 協會是資方 

股利發放 股利年息最高一分 沒有股利 

稅賦 開發票、繳營業稅、繳營所稅 開收據、免營業稅、免營所稅 

適用勞基法與否 勞動合作社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適用勞基法 

盈餘分配 盈餘按照社員貢獻度攤還 盈餘保留不得分配 

資料來源:參考依據倪榮春，2017，屏東第一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提供之簡報第 39-40 頁。 

參、 研究設計 

本研究擬以文獻回顧及實驗設計的教育課程宣導方式利用問卷調查法，以

SPSS 軟體 22 版之多變量統計分析，探討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

意願。 

一、問卷調查與對象 

    本文分別採用兩次問卷調查方式，探討年輕人對政府長照 2.0政策計畫的

認知與了解，並探討年輕人願意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 

1. 第一次問卷調查時間與對象 

    第一次問卷調查係以網路問卷方式針對年輕族群為主，問卷調查總樣

本數計 210份。問卷調查之時間係以 2018 年 6月~7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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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次問卷調查時間與對象 

    第二次問卷係採用實驗設計方式，研究對象係以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

營學系大一合作經濟學課程與大二合作經濟思想史課程兩班級的學生為實

驗對象，總樣本數共計 140位學生，有效樣本 128份。此次問卷首先讓同學

接受 9小時以上的長照 2.0政策與相關合作教育課程，進行過程中首先介紹

說明台灣政府長照 2.0政策，接續介紹如何成立合作社、認識合作社，並以

成功個案讓同學認識了解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經營管理。問卷調查時間係

於 2019年 3月底完成。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敘述性統計方法、ANOVA 檢定、因素分析、信度與效度分析、

皮爾森相關分析及複迴歸分析等。 

三、 研究假設之設立 

    本研究所採用的變數包括有工作動機、工作信念、工作期望(含內在因素及

外在因素)與工作意願。 

茲列出各項假設檢定： 

H1.工作動機會正面影響年輕人之工作信念。 

H2.工作信念會正面影響年輕人之工作期望。 

H3.內在因素之工作期望會正面影響年輕人的工作意願。 

H4.外在因素之工作期望會正面影響年輕人的工作意願。 

H5.工作動機會正面影響年輕人之工作意願。 

H6.工作信念會正面影響年輕人之工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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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模式 

    本研究模式係探討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針對合作經

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兩個班級的學生(140位同學)利用 9小時的長照及合作社

教育宣導方式，讓同學瞭解政府之長照 2.0政策，並利用問卷調查探討年輕人願

意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意願。 

 

 

 

 

 

 

 

 

 

 

 

圖 2：本研究之工作意願模式 

肆、實證分析 

本文主要目的係探討年輕人對長期照顧政策 2.0之認知與了解，進而探討年

輕人在未來是否有意願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第一次問卷調查係以網路

問卷方式取得原始資料，共計有效樣本數 210份。第二次問卷調查係以實驗設計

教育課程宣導方式，利用 9小時的長照 2.0與合作社設立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之經營管理相關課程為主，係以紙本問卷方式進行，共計有效樣本數 128 份。 

一、第一次問卷調查之基本資料 

第一次問卷調查實證結果發現年輕人對政府長照 2.0 政策的 17 項服務內容

有 63.3％傾向於不了解以及不懂政府目前推動的長照 2.0政策，只有 6％的年輕

人對於政府所推動之長照 2.0 政策非常了解(詳見圖 3)，此亦說明政府長照 2.0

政策需要有專人為社會大眾解說及傳播。 

 

工作動機 工作期望 工作信念 工作意願 

內在因素 外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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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年輕人對長照產業的認知情形 

在 210 位受訪者當中有 57.1％年輕人是從網路資訊得到長照的資料，其次

是由電視廣告得到訊息(40.5％)，再其次是由報章雜誌(32.8％)得知長照相關資

訊(詳見圖 4)，顯示多數年輕族群從媒體獲得政府長照 2.0政策資訊相對比較多，

利用網路媒體宣傳長照政策是非常有效且實用，年輕人可以藉此快速得到正確年

長者的相關資訊。 

 

圖 4：年輕人獲得長照資訊的管道情形 

第一次問卷調查實證結果發現年輕人願意投入照服員工作其優先考量之因

素是薪資待遇約占 71.8%，其次為工作環境/人際關係約占 65.1%，年輕人想幫助

社會上更多弱勢族群者約占 32.5%，其相對所佔比例最少(詳見圖 5)。薪資多寡

是影響年輕人願意選擇照服員最主要優先考量因素。目前長照人力不足政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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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底推估照顧服務員待充實人數約計 3 萬 5,155 人，政府並於 2018 年 4 月

調整時薪 200 元，月薪 32,000 元之後，經統計 2018 年 6 月底實際任職長照服務

者有 3 萬 2,449 人，我們相信薪資的提高會促進照服員人力的增加，改善目前長

照勞動不足的現象。 

 

圖 5：年輕人願意投入照服員工作的考量因素 

 

圖 6：年輕人期待長照的薪津水準情形 

根據勞動部資料顯示，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3,100 元，台灣長照人力呈現不

足的現象。衛福部於 2018 年規定全職居家照服員月薪應為 3.2 萬元，該政策實施

若採時薪制者其時薪至少為 200 元。依據 2018 年 7 月報導指出東部地區的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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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4 成偏低，照服員月薪不到 3.2 萬。經由本研究實證資料顯示年輕人認為照服

員的薪資其月薪平均應為 3.5 萬至 4.5 萬之間占 50%，其次為 4.5 萬至 5.5 萬間

占 24% (詳見圖 6)。由此可知我們若想讓年輕人願意投入長照產業其所期待的薪

資為 5.5 萬元以下，此薪資確實比政府所設定的薪資相對高。由於居家照服員工

作有一天 8 小時、10 小時及 12 小時制，若工作時數愈高者且領有執照愈多的照

服員其薪資待遇相信可以達到 3.5 萬元以上。 

二、第二次問卷調查之基本資料 

第二次問卷調查係以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大一修合作經濟學課程

與大二修合作經濟思想史的同學為主，兩班同學均經過 9 小時的教育訓練課程，

從認識合作社到合作社的設立，課程內容宣導政府長照 2.0 政策，進而提出台灣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經營管理與成功案例之分享，受訪者總樣本數計 140 份，

有效樣本數計 128 份。男性約占 30.5％；女性約占 69.5％。戶籍居住區域係以中

部區域為主約占 46.9％。北部與南部則占 49.3％。 

受訪者認為其個性是外向者約占 53.9％；內向者約占 46.1％。年輕人對政府

長照 2.0 政策有瞭解者 49.2％；普通瞭解者約占 47.7％；不瞭解者占 3.1％，若

與第一次問卷調查結果相較可知教育宣導有其一定功效。同學們瞭解照顧服務勞

動合作社者約占 66.4％；普通瞭解者約占 32.8％；不瞭解者僅占 0.8％此更顯示

出教育課程宣導的功能。 

年輕人認為成立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好處4包括有供銷一體，降低成本

(94.5％)、可以免稅，有政府補貼(88.3％)與幫助弱勢團體好處(86.7％)。有 51.6％

年輕人認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的月薪津應該在 35,000~44,999 元；其

次是 45,000~54,999 元(29.7％)。說明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月薪津

在 55,000 元以下是可以接受的薪津。此外，年輕人願意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

社工作之考量重要因素包括有薪資待遇(87.5％) 、職能教育訓練的機會(87.5％)、

專業性技術知識(84.4％)以及會想幫助社會上更多弱勢群族(73.4％)，上述亦說明

年輕人仍然是可以透過教育宣導方式加強對長者之關心與照顧。 

普遍年輕人認為能夠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是很有意義的事情(92.5％)，

但是年輕人會認同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是很有前途的工作者則占 60.9％

相對有降低現象。有 80.5％受訪者認為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能夠獲得成就

感。而且 93.8％認同目前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能夠幫助需要照顧的人。以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工作做為未來之個人事業發展則占 55.4％。有六成年輕人認為在照

                                                      
4
 此問卷題項係採用複選題，請受訪同學提出其對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好處有那三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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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是有前途的。認為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發展對長照產業

是很重要者占 93.8％。經由上述說明年輕人普遍認為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

是很有意義及重要的。但是年輕人並不會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視其為一份很有

前途的未來事業發展，照服員的社會工作尊嚴是否值得我們大家去深思考慮重視

的。年輕人認為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的照服員必須具備愛心及耐心占 96.9

％。有三分之二受訪者會支持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措施與主張者(72.2％)。相

信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是可以幫助他人(96.1％)。年輕人的生活最大的樂

趣並不是來自於工作者約占 60.2％。年輕人願意付出更多時間與心力來瞭解照顧

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者占 63.3％。由上述可知目前社會環境氛圍長照事業並不是

年輕人認為很理想的職業場所。年輕人對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信念很強者

僅占 32.1％，可見當前政府在推動長照 2.0 政策，想讓年輕世代族群願意投入長

照產業工作的努力空間仍然很大。我們間接訪談年輕人得知年輕人還是希望能夠

有朝九晚五固定工作場所及固定作習時間。基本上有 2/3 年輕人認為照顧服務勞

動合作社並不符合年輕人的工作時間上需求。 

年輕人會認同政府所推動的長照 2.0 政策，但是似乎並不會將長照產業當成

未來事業。認為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能有充分的學習機會者約占 78.2％。認為在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裡可以發揮所長並且可以學以致用約占 50.1％。 

年輕人認為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具有挑戰性者約占 72.7％。認為在照顧服務

勞動合作社工作可以讓人產生歸屬感占 67.2％。認為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表

現容易受到家人與社會支持與肯定的年輕人占 48.4％。年輕人對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工作具有成就感、獨立性及管理等有正面的期待者約占 68.8％。認為在照顧

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不需要過多的交際應酬，可以保持身體健康者約占 57.8％。

認同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能夠適度獲得加薪或分紅者約占 69.6％。年輕人

贊同支持認為如果能夠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的付出，而且可以容易獲得合

理的報酬者占 65.6％，並且認為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會有健全的福利制度

者約占 72.7％。 

整體而言，年輕人認同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是很有意義的。對於政府

推動長照 2.0 政策的理念年輕人也是會認同支持的，但是年輕人實際願意參與投

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相對較低。 

年輕人對於參加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意願未表示意見者約占 58.6％。

年輕人認為其家人會支持他參加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者約占 40.7％。此亦

可以說明社會大眾對於政府長照 2.0 政策仍有許多讓民眾不瞭解與不清楚的地

方，甚至認為照顧老人並不是一件很高尚的職業，此與國外照服員被社會肯定之

看法炯然有異。年輕人認為如果其家人或親友從事老人服務工作會影響到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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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選擇，他們願意參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者約占 41.4％。年輕人願意

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之工作意願(26.5％)相對比預期來的低。 

綜合上述，年輕人認為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是一件有意義重要而且可

以獲得成就感，同時年輕人也支持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的照服員必須具備

有愛心及耐心。但是年輕人實際願意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則相對

比例不高(26.5％)，此可能與現階段整體社會環境氛圍有關，年輕人希望錢多事

少離家近，大部份的年輕人還是不太願意參與比較屬於勞力密集的工作，或許年

輕人了解社會價值與社會使命時，可能會改變年輕人對長照事業的實際做法與想

法。 

三、信度與效度檢定 

1.信度分析  

本研究變數包括有工作動機、工作信念、工作期望(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及

工作意願，依據 Hair（1977）提出組成之信度 CR 值 0.7 是可以接受的門檻；

Fornel and Larcker（1981）建議 CR 值為 0.6 以上；本研究的問卷實證結果除了

工作意願變數外，大致符合上述規定 CR 值大於 0.7。茲實證結果 Cronbach's Alpha

值列表如下(詳見表 3)： 

表 3：信度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 信度 (標準化 Cronbach's Alpha 值) 

工作動機 (第 1~6 題) 0.692 

工作信念 (第 7~11 題) 0.744 

工作期望(內在因素) (第 12~18 題) 0.722 

工作期望(外在因素) (第 19~22 題) 0.769 

工作意願(第 23~28 題) 0.500 

總                      計 0.879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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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度 Communalities 一致性值 

本文建構效度有兩類：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檢測量表是否具備建構效度，

最常使用之方法為因素分析法。在同一因素中，若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愈大（一般以大於 0.5為準），則愈具備「收斂效度」，若問卷題目在非

所屬因素中，其因素負荷量愈小（一般以低於 0.5 為準），則愈具備「區別效度」。

本研究檢視第二次問卷調查之效度，首先以 Kaiser-Meyer-Olkin值及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卡方檢定並以 P值<0.05作為檢定依據，再以 Communalities 一致性

係數值為效度分析，實證結果大致符合效度檢定。 

a.工作動機  

表 4：KMO 與 Bartlett 檢定表及累計變異數與一致性 

Kaiser-Meyer-Olkin 測量取樣適當性。 .760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大約 卡方 232.816 

df 15 

顯著性 .000 

工作動機 Communalities 
累計解釋 

變異量% 

1.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是很有意義的。 0.556 50.566 

2.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是很有前途的工作。 0.553 

3.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能夠獲得成就感。 0.482 

4.目前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能夠幫助需要照顧的對象。 0.477 

5.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可以作為未來的個人事業發展。 0.505 

6.整體而言，我認為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發展長照產業是很重要的 0.461  

工作動機包括的內容主要是以年輕人對於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是否具有意

義、前途、能否具有成就感及能否成為年輕人的未來事業。實證結果顯示 Kaiser-

Meyer-Olkin值是 0.760，Bartlett 的球形檢定卡方值是 232.816。累計變異量

50.566，共同一致性大致接近於 0.500，工作動機的效度檢定是可以被接受(詳

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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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工作信念 

表 5：KMO 與 Bartlett 檢定表及累計變異數與一致性 

Kaiser-Meyer-Olkin 測量取樣適當性。 .745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大約 卡方 198.871 

df 10 

顯著性 .000 

工作信念 Communalities 
累計解釋 

變異量% 

7.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的照服員他們必須具備有愛心及耐心。 0.737 74.991 

8.我會支持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措施與主張。 0.729 

9.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是可以幫助他人。 0.777 

10.願意付出更多時間與心力來瞭解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 0.711 

11.整體而言，我對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信念很強。 0.795 

工作信念包括的內容主要是以年輕人對於照服員的條件需要具備有愛心與

耐心、支持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主張、可以幫助他人、願意付出心力與時間瞭

解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及對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信念強等問項。實證結果顯

示 Kaiser-Meyer-Olkin 值是 0.745，Bartlett 的球形檢定卡方值是 198.871。

累計變異量 74.991，共同一致性大致高於 0.700 以上，工作信念的效度檢定是

可以被接受(詳見表 5)。 

c.內在因素工作期望 

表 6：KMO 與 Bartlett 檢定表及累計變異數與一致性 

Kaiser-Meyer-Olkin 測量取樣適當性。 .739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大約 卡方 331.866 

df 21 

顯著性 .000 

內在因素工作期望 Communalities 
累計解釋 

變異量% 

12.照服員工作能使自己生活更為多采多姿。 0.695 67.896 

13.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能有充分的學習機會。 0.532 

14.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裡我可以發揮所長並且可以學以致用。 0.695 

15.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不具有挑戰性。 0.782 

16.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不易讓人產生歸屬感。 0.758 

17.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表現容易受到家人與社會支持與肯

定。 

0.591 

18.整體而言，我對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具有成就感、獨立性

及管理等有正面的期待。 

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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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因素工作期望包括的內容主要是以年輕人認為照服員生活多采多姿、照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可以有學習機會、有挑戰性、歸屬感及有成就感、獨立性及管

理等有正面的期待等工作期望問項。實證結果顯示 Kaiser-Meyer-Olkin 值是

0.739，Bartlett 的球形檢定卡方值是 331.866。累計變異量 67.896，共同一致

性大致高於 0.500 以上，內在因素的工作期望的效度檢定是可以被接受(詳見表

6)。 

d.外在因素工作期望 

表 7：KMO 與 Bartlett 檢定表及累計變異數與一致性 

Kaiser-Meyer-Olkin 測量取樣適當性。 .776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大約 卡方 205.205 

df 6 

顯著性 .000 

外在因素工作期望 Communalities 
累計解釋 

變異量% 

19.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能夠適度獲得加薪或分紅。 0.764 66.485 

20.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的付出，容易獲得合理的報酬。 0.766 

21.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有健全的福利制度。 0.661 

22.整體而言，我認為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的地位名譽及經 

濟酬勞具有正向的期待。 

0.469 

外在因素工作期望包括的內容主要是以年輕人認為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

作可以獲得加薪、分紅及能夠得到合理報酬、有健全的福利制度、地位名譽及經

濟酬勞具有正向的期待等。實證結果顯示 Kaiser-Meyer-Olkin 值是 0.776，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卡方值是 205.205。累計變異量 66.485，除了為照顧服務

勞動合作社工作的地位名譽及經濟酬勞具有正向的期待此題項一致性是 0.469

之外，其他各項的共同一致性係數值大致高於 0.600以上，外在因素的工作期望

的效度檢定是可以被接受(詳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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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工作意願 

表 8：KMO 與 Bartlett 檢定表及累計變異數與一致性 

Kaiser-Meyer-Olkin 測量取樣適當性。 .778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大約 卡方 414.301 

df 15 

顯著性 .000 

工作意願 Communalities 
累計解釋 

變異量% 

23.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對我而言，除了薪水外，沒有其他

意義。 

0.860 75.679 

24.我想參加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意願低。 0.713 

25.我的家人會支持我參加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 0.642 

26.我有意願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長照工作。 0.838 

27.如果家人/親友從事老人服務工作會影響我的工作來選擇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工作。 

0.608 

28.整體而言，我想參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意願很強。 0.880 

工作意願包括的內容主要是以年輕人對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家

人支持是否願意參加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年輕人本人是否有意願參加照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家人從事長照工作是否會影響到年輕人參加照顧服務

勞動合作社工作及年輕人參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意願等。經實證結果顯

示 Kaiser-Meyer-Olkin 值是 0.778，Bartlett 的球形檢定卡方值是 414.301。

累計變異量 75.679，各項的共同一致性係數值大致高於 0.600 以上，工作期意

願效度的檢定是可以被接受(詳見表 8)。 

四、工作動機、工作信念、工作期望與工作意願之 ANOVA分析 

    本研究係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由 P值來判定工作動機、工作信念、工作

期望及工作意願構面之間是否會造成假設檢定成立，其中若 P值>0.05，接受 Ho

假設，表示沒有顯著差異性，若 P 值<0.05 則代表年輕人工作動機、工作信念、

工作期望與工作意願構面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經由實證結果發現年輕人工作動

機、工作信念、工作期望對年輕人的工作意願會產生影響(詳見表 9)，上述各構

面的研究假說檢定均成立(詳見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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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工作動機、工作信念、工作期望對工作意願構面之 ANOVA分析 

構面 

工作意願 

年輕人願意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 

平均值平方 F 顯著性 

工作動機 0.517 2.552 0.006** 

工作信念 0.760 3.819 0.001** 

內在因素 

工作期望 
1.162 11.078 0.000*** 

外在因素 

工作期望 
0.665 3.528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註：*表示 p<0.05, **表示 p<0.01, ***p<0.001 

表 10：工作動機、工作信念、工作期望對工作意願之研究假說檢定 

工作意願 

研究假說 成立 不成立 

H1:年輕人就工作動機對其工作信念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H2：年輕人就工作信念對其工作期望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H3：年輕人的內在因素之工作期望對工作意願具有正向顯

著影響 
 

 

H4：年輕人的外在因素之工作期望對工作意願具有正向顯

著影響 
 

 

H5：年輕人就工作動機對工作意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H6：年輕人就工作信念對工作意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本研究除了利用 ANOVA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視各構面的研究假說外，經實證

結果各項假說檢定均成立。本文亦利用皮爾森(Pearson)相關分析檢視各構面的

相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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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皮爾森(Pearson)相關分析 

依據實證結果發現工作動機、工作信念、工作期望及工作意願等變數，其皮

爾森相關分析變數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各變數相關係數均符合P值<0.05之檢定

(詳見表11)。其中工作動機與工作信念的相關性較高，相關係數值是0.763，其

次是內在因素工作期望與工作意願的相關係數值是0.574。 

表11：工作動機、工作信念、工作期望及工作意願等變數其皮爾森(Pearson)相關

分析 

變數項目 工作動機 工作信念 內在因素

工作期望 

外在因素

工作期望 

工作意願 

工作動機 1     

工作信念 0.763** 

(0.000) 
1 

   

內在因素

工作期望 

0.419** 

(0.000) 

0.354** 

(0.000) 
1 

  

外在因素

工作期望 

0.498** 

(0.000) 

0.438** 

(0.000) 

0.438** 

(0.000) 
1 

 

工作意願 0.401** 

(0.000) 

0.335** 

(0.000) 

0.574** 

(0.000) 

0.398** 

(0.000) 
1 

資料來源：表內括號代表雙尾顯著性，**代表P值 < 0.05。 

表 12：工作動機、工作信念、內在工作期望與外在工作期望對工作意願之影響

之複迴歸分析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值 顯著性 

Β係數 標準錯誤 Beta 

變數

項目 

（常數） 0.422 .330  1.279 .203 

工作動機 .109 .117 .113 0.934 .352 

工作信念 -.002 .117 -.002 -.014 .989 

內在工作期望 .548 .087 .512 6.311 .000 

外在工作期望 0.097 0.066 0.125 1.467 0.145 

𝑅2 = 0.617                               F值=21.961     

調整後𝑅2 = 0.398                         Durbin Wastson=2.337 

資料來源：1.自變數：工作動機、工作信念、內在工作期望與外在工作期望；  

應變數：工作意願。 

          2.本研究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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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複迴歸分析(Multi-Regression Analysis) 

本研究係以工作意願為應變數，工作動機、工作信念及工作期望為自變數。

經由複迴歸實證結果發現，𝑅2 = 0.617；F值=21.961； Durbin Watson=2.337；

其中僅有內在工作期望會影響到年輕人的工作意願，其餘各變數均對年輕人投入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均不顯著5，表示上述工作動機、工作信念、外在

因素的工作期望不影響年輕人投入勞動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本實驗設計

由工作動機透過工作信念進而提昇年輕人的外在因素工作期望進而影響年輕人

的工作意願並不顯著，只有內在工作期望對年輕人的工作意願具有顯著性之影響

(T值=6.311≧1.96)。此表示年輕人對照服員的生活多采多姿、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可以有學習機會、有挑戰性、歸屬感及成就感、獨立性及管理等正面期待的

工作期望影響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詳見表12)。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台灣未來將面臨超高齡社會，整個社會環境的氛圍開始關注到老年人的相關

議題，隨著醫療科技快速的進步及環境的改善，相信在台灣生活的每個人都會面

對漸漸老化的生活過程，如何讓老者生活有尊嚴幸福，並且能夠讓老者「在地老

化」、「活躍老化」及「成功老化」是我們大家所期盼關注的主題。本文透過教育

課程宣導方式期望年輕人投入長照產業，讓年輕人了解政府的長照 2.0政策，經

過 9小時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140位學生實驗設計的教育訓練課程後，

探討年輕人是否意願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實證結果發現年輕人願意投

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其薪津的高低是最大的考量，而且認為在 5.5 萬元以

下是合理的薪津水準；有九成的年輕人認為若要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社

員必需具備有愛心與耐心，而且認為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能夠幫助人，並

且認為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是很有意義(92.5％)及重要的(93.8％)。本研

究也發現六成的年輕人認為生活的最大樂趣並非來自於工作。 

政府於 2017 正式實施長照 2.0 政策，它是一有益於社會進步的重要政策，

利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可以解決政府長照產業的人力不足問題6。年輕人認為

成立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好處是合作社具有供銷一體、降低成本及可以得到政

府的免稅與補貼之好處。最重要者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可以幫助弱勢團體。實證

結果亦發現就當前的社會環境與氛圍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

                                                      
5 所有變數的 T 值 ≥ 1.96 
6 詳見李桂秋，2018，政府長照政策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經營管理，合作經濟 13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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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僅占 26％ ，其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相對較低。 

二、建議 

雖然目前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意願並不高，但是對於在照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工作之認同度相當高且認為很有意義及重要的，年輕人均表示

支持政府長照 2.0政策。茲就目前整個社會環境氛圍分別就年輕人、政府及照顧

服務勞動合作社等提出以下建議： 

(一) 年輕人方面： 

1. 加強促進年輕人對社會價值觀及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並督促年輕人好好

對待長者及老年人。當我們找出年輕人的工作價值後，年輕人的認同與了

解相信應該會逐漸投入長照事業。 

2. 提供年輕人長照政策之相關教育訓練，讓年輕人透過教育方式好好對待長

者，以教育訓練方式充實年輕人照顧服務的相關知識及內容，釐清其對老

人的舊觀念誤解。 

3. 舉辦一日照顧服務員，發揮同理心體驗長照工作內容，讓年輕人從其中內

涵發現長照的深遠意義。 

4. 為提升年人輕人長照服務品質，年輕人本身應建立自己的長照專業技能，

劃分出本地年輕人長照服務與外籍看護的差別與不同。 

5. 融入創新元素結合科技，讓年輕人將其所學的科技產品帶給老人，促進青

銀共享經濟與改善老人的生活樂趣。 

(二) 政府方面：  

1. 長照產業能夠向下紮根，應從小學開始訓練小朋友對長者老年人的尊敬與

禮讓。 

2. 以法規、制度及政策方式提高長照產業的薪津與福利，吸引年輕人投入長

照產業。 

3. 透過產官學合作，落實增加長照相關必修課程(諸如長照服務學習課程)，

年輕人畢業後能夠直接有保障之工作機會，讓學生提早接觸與認識長照服

務項目與內容。 

4. 透過網路媒體文宣加強宣導政府長照 2.0 政策，讓社會大眾正視高齡化社

會議題，創造長照的友善環境。讓社會大眾了解到照服員的工作應該備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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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提升照服員的工作形象。 

(三)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方面： 

1. 提昇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品牌與名聲，建立完整的薪津及福利措施(諸

如完善的升遷制度)，組織內部運作多元化以吸引年輕人加入照顧服務勞

動合作社。 

2. 若是加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年輕人其家中若有老人應該給予優惠措

施的服務，當年輕人加入合作社的時間越長則應該給予獎金鼓勵。 

3. 利用時間銀行或時間貨幣概念，訂定時間的等值標準，讓年輕人可以等值

的長照服務提供予家人或高齡者之長照服務使用。   

4. 透過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所提出的體驗活動，讓年輕人參與其中讓年輕人

的心裡真實能感受了解到老人的心裡與生理上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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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共照，世代共榮，合作共老 

與談人：吳肇展 主任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李教授的大作「從社會經濟談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之工作意願」

以問卷調查方法探討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工作意願。研究結果發現

影響年輕族群參與照顧服務工作的首要因素為薪資待遇，內在工作期望將會影響

年輕族群是否願意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李教授的大作架構完整，內容豐富，

見解獨到，析論精闢，後學拜讀後甚感敬佩。後學忝為本場次之與談人，以「青

銀共照，世代共榮，合作共老」為題，提出一些在台灣社會中的實例作為補充說

明，尚祈合作界諸位先進指教。 

一、台南仕安社區合作社合作共老模式 

仕安社區合作社位於台南市後壁區仕安里，該社區的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佔

社區總人口數超過 20％，是一個已邁入超高齡人口結構的社區。由於社區老人

人口眾多，且在青壯人口外移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社區高齡者的照顧成為重要的

公共事務。所幸在里長與社區居民的共同努力下，該社區於 2013 年成立仕安社

區合作社，進行水稻契作，創立自有品牌「仕安米」販賣，可提供社區農民穩定

的收入，其結餘並可用於老人照顧與社區公益工作。仕安社區合作社提供的公益

活動包括長青食堂老人共餐與送餐服務、社區醫療服務車、社區義診、學童課輔

班、社區急難救助…等，發揮社區合作精神，發展合作共老的模式。 

二、青銀共居實驗計畫 

青銀共居住宅是由德國首創的一種老人與年輕人共同居住之模式，在歐美與

日本已行之有年。此住宅出租給高齡者與青年，藉由跨世代共住與共照的方式，

試圖同時解決高齡者與青年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台灣目前也開始進行青銀共居實

驗計畫，新北市政府於 2017 年就三峽北大青年社會住宅中釋出三戶住宅進行青

銀共居計畫。其後，台北市政府也開放公辦民營的陽明老人公寓，以低於市場租

屋行情吸引大學生入住，但附加條件是同住的學生每月需規劃 20 小時的時間陪

伴高齡者。青銀共居為政府當前致力推動的社會政策，甚至成為今年國中會考的

作文題目。目前除了雙北市之外，六都中包括桃園市、台中市與高雄市也陸續規

劃青銀共居社會住宅，期能解決高齡化與少子化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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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合作共老模式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在共同購買消費合作的實踐與發展上已是台灣消

費合作社的翹楚，面對邁入高齡之社員與其家中長輩日益增多的現象，為照顧社

員的健康與滿足社員的需求，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近年來更進一步研擬健康

共老的方案，以互助合作的模式，落實在地老化與活躍老化的目標。主婦聯盟生

活消費合作社於 2015 年成立「社員互助福祉研議小組」，研討與探索高齡者照顧

的可行方向，並在各分社籌組銀髮社團「銀閃閃俱樂部」，推動銀閃閃讀書會、

銀髮志工培訓課程、銀閃聚樂部...活動等，建立陪伴共老的人際網絡。 

 

參考資料 

1、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綠主張，https://www.hucc-coop.tw/greenvoices/（2019

年 6 月）。 

2、 仕安社區合作社官網，https://shihanrice.tw/#（2019 年 5 月）。 

3、 社企流，嘉南平原上的烏托邦：仕安社區動員老農民種無毒米，實踐幸福共

好的理想生活，https://www.seinsights.asia/article/3290/3272/5952（2018 年 12

月）。 

4、 青 銀 共 居 – 跨 世 代 居 住 共 享 ， 新 北 市 政 府 施 政 成 果 網 ，

https://wedid.ntpc.gov.tw/Site/Policy?id=2333（2019 年 6 月）。 

5、 滕淑芬 （2018），青銀共居跨代互助–差 30 歲也能當麻吉室友，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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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長照！現在正是時候！ 

與談人：林依瑩 董事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在 2018 年 1 月 1 日長期照顧服務法正式上路實施後，開啟了營利機構可設

立居家式/社區式長照機構，本文以「 從社會經濟談年輕人投入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之工作意願」為研究主題，在開放長照機構設立資格更顯意義與價值。 

本研究很務實的發現年輕人投入長照合作社，”好薪資”是主因(研究發現認

為在 5.5 萬元以下是合理的薪津水準)，這代表著入長照一行的年輕若單靠個人

的興趣是不容易接受長照工作，但若優渥的薪資，是有機會吸引年輕人投入的。

2018 年 1 月 1 日長照 2.0 的包裹式支付，已大幅提升了支付額度，也整體提高了

照服員的薪資所得，目前投入一線的照服工作，多數皆符合衛福部要求的 32,000

元，現有各長照機構有不同的薪資模式，若要月入 4 萬元，也不是難事。所以現

有的政策環境已滿足了吸引年輕人投入的第一要素。 

對於此次的研究對象，主要以合經系的同學為主，多數不具社工、醫護相關

背景，若要投入長照領域，首要可先以擔任「照顧服員」為參與第一步，但目前

照服員普遍被認為是三低(低薪/低自尊/低價值)工作，如何讓年輕人跳脫一般的

價值觀，投入最基礎也最重要的長照專業學習，培養豐富的現場工作，是為推動

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一步。 

目前照服員的好薪資可以作為吸引年輕人，說服父母親友的第一步。但如何

留任，更是重大的挑戰。在長照實務現場，打造專業及具成就感的的職場環境，

是留任的關鍵因素。長照工作長期被社會大眾認為是，但高齡社會是全球各國的

重大議題，許多國家的長照工作者皆有很好的社會價值。其關鍵，除了有一定水

準的所得收入，更重要的是專業培力。甚而在荷蘭居服務組織的照服員多數具有

護理背景，提供許專業服務，並非停留在打掃,把屎把尿的工作形象。以現行的長

照 2.0，可以鼓勵照服員結合跨專業人員(各醫事人員)的照顧模式，讓照服員在不

同的服務個案及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護理師、營養師及語言治療師等指導

下，提供「復能照顧」，讓個案由插管拔管、臥床可以下床走路。因此建立跨專

業整合團隊及復能照顧的推動，將會是留任年輕人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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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優質照服員是當下長照最大的需求，一旦優質照服務大量產出，籌組合

作社將成為優秀照服員進階選項。 

 

    若您不排斥長照，不要猶豫，現在是就是最好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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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二 
 

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商業模式之初探 

 

主持人：于躍門 董事長/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發表人：葉俐廷 助理教授/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與談人：張東生 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胡耿逢 經理/有限責任台灣食在安心農產運銷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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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商業模式之初探 

發表人：葉俐廷 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摘要 

我國農產品市場經常發生因資訊不對稱產生價格暴起暴落與食品安全等社會問題。

農業合作社在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但多數農業合作社皆面臨經

營資金不足、地處偏遠、缺乏優秀經理管理人才等問題，此外，農產品生產與銷售的數

據資料主要由各農業合作社自進行蒐集與管理，在這種情況之下，很難與私人企業競爭。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將區塊鏈導入農業合作社。而智慧農業可以整合現有農業合作社的

資源與數據資料，可減少資訊不對稱引發的爭議、精準農業施作、環境友善的耕種，農

業合作社仍有競爭的機會。有鑒於此，本研究將成立一家社會企業協助農業合作社導入

區塊鏈並探討其商業模式。此研究結果可清楚定義商業模式之關鍵組成要素，作為實踐

永續農業之基礎。 

關鍵字：農業合作社、商業模式、區塊鏈、智慧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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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我國農產品市場經常發生因資訊不對稱產生價格暴起暴落與食品安全等社會問題 

(Hobbs, 2004; Resende-Filho & Hurley, 2012; Starbird & Amanor-Boadu, 2006)。這些社會

問題的主要在於供應鏈的數據資料在不同企業之間的交流並非是透明的。換句話說，資

料數據是由企業自行蒐集與集中式管理 (Centralized management)。消費者與生產者都無

法完整地追溯產品的足跡，使供應鏈陷入惡性循環的狀態。 

現代化農業已從單打獨鬥、散兵游勇的方式逐漸轉換為專業組織的集團化作戰策略。

由於台灣是農業國家，為了維持供應鏈的供給與需求之間處於動態平衡狀態，農業合作

社在台灣農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Valentinov, 2007)。然而，多數農業合作社皆面臨經

營資金不足、地處偏遠、缺乏優秀經理管理人才等問題(Cook, 1994; Valentinov, 2005, 

2007)，此外，農產品生產與銷售的數據資料主要由各農業合作社自進行蒐集與管理。在

此情況之下，農業合作社很難與私人企業競爭(Hobbs, 2010)。 

為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與惡性循環的供需產業鏈，農業產業需要更具有效的食品交

易與監控生產方式 (Grunert, 2005; Hobbs & Kerr, 2006)。事實上，智慧農業被學者提出

認為可以有效管理食品交易紀錄並且提高農業監控能力。智慧農業意指以現行產業生產

模式為基礎，生產管理上輔以省工省力機械設備、輔具及感測元件的研發應用，並因應

消費市場的需求進行產銷規劃。其中，區塊鏈 (blockchain) 被視為智慧農業發展的重要

技術之一。更進一步來說，區塊鏈在本質上是一個去中心化維護資料庫的技術 (Zheng, 

Xie, Dai, Chen, & Wang, 2017)，其數據資料非依賴第三方機構，而是透過自身分散式節

點進行存儲、驗證、傳遞和交流的技術。智慧農業帶來的優勢包含整合現有農業合作社

的資源與數據資料、方便追朔產品履歷、減少資訊不對稱引發的爭議、實施精準農業施

作、確保進行環境友善的耕種、種植令人安心且安全的農產品 (Hobbs, 2004; Luthra, 

Mangla, Garg, & Kumar, 2018; Mittal, 2016; Resende-Filho & Hurley, 2012; Starbird & 

Amanor-Boadu, 2006)。另一方面，先前研究指出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的特徵，此能夠提高

產品資訊及價值的傳遞效率 (Feng, 2016; Galvez, Mejuto, & Simal-Gandara, 2018)。因此，

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則可以為農業合作社創造更多的競爭力。有鑒於此，本研究將

成立一家資訊系統公司協助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並探討其商業模式。 

 

貳、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之商業模式 

 農業合作社於供應鏈之角色演變歷程的關係顯示於圖 1。此交易流程中，包含主要

四個角色，分別為農民供應商、農業合作社、通路商、消費者。隨著訊息技術不斷進步，

物流效率提升，供應鏈中的”三大流”成為完成交易的基本條件，分別為物流、資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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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流。在此商業流程中，農民供應商流向消費者地為物流；而資金流是以相反的方向

流動，乃是從消費者流向供應源頭；至於資訊流則是雙向流動。 

 

圖 1 農業合作社於供應鏈之角色演變歷程 

產品流 (Product flow) 主要是指與商品配送有關的活動，此概念源自於供應鏈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簡稱 SCM)。另一方面，產品流又常被認為是物流 (Logistics)。

物流管理 (Logistics management)，後來被使用在企業管理中，又被稱作是企業物流 

(Business logistics)。事實上，產品流是指為了滿足客戶的需要，以最低的成本，通過運

輸、保管、配送等方式，實現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及相關信息由商品的產地到商品的

消費地所進行的計劃、實施和管理的全過程 (Fawcett & Cooper, 1998; Jansen-Vullers, van 

Dorp, & Beulens, 2003; Kahn & Mentzer, 1996)。產品流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將貨物由供應

者逐漸移動到需求者，它創造了一段時間價值和空間價值的經濟活動。由於產品流會不

斷的受到交易對象、環境變化所發展而成的，因此需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傳統的物

流 (Physical distribution) 指銷售之中的物質資料和服務，與從生產地到消費地點流動過

程中伴隨的一系列活動 (Bienstock, Mentzer, & Bird, 1997; Wolf & Seuring, 2010)。而產品

流根據服務對象、活動範圍、研究對象範圍、特殊性服務等不同標準，又可以細分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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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類別的項目。然而，不管是哪種類型的產品流，其基本功能接是使商品能進行定

向運輸、具有一定時間的保管功能、包裝以維護商品內在與外在品質、根據最終需要進

行加工，以及按訂貨要求進行配貨。更進一步來說，產品流的主要功能包含八大面向，

分別為保值、縮短距離、增強企業競爭力、提高服務水平、加快商品流通、促進經濟發

展、創造社會效益和附加價值。而在此研究中，區塊鏈導入農業合作的商業模式之產品

流意旨農民提供的農產品，進而加工成為商品或直接銷售的農作物被轉送到消費者的一

系列過程。 

資金流 (Financial flow) 主要是與資金流動有關的過程。就會計、財務上的定義而

言，是指在某一特定時間之內，特定的營銷單位在營銷活動中為了達到特定的目的而發

生的資金流入和資金流出行為。因為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之經營模式，故資金流與產品

流是緊密相連的。在交易技術方面，網路金流技術逐漸成熟，消費者可以透過網路平台、

網路銀行進行刷卡與支付商品費用。在政策法規方面，政府為保障消費者的權益，經濟

部在 2006 年起推動電子交易信賴機制。此機制是顧客可以通過瀏覽網頁或到實體店面

的方式選購商品或服務，在選購完成後使用電子載具進行支付貨款。在消費者選購並付

清款項後，會由銀行這個第三方單位先行保管款項。待消費者確認商品被安全、及時、

方便地送達後，再由第三方支付給賣家。此將可以降低消費疑慮、增加消費意願。簡單

來說，買方雖提前預付款項，但不必擔心拿不到貨；賣方出貨，也不必擔心拿不到錢；

且即便新賣家尚未累積足夠評價，還能招攬生意；買家對評價不足的賣家，也能安心下

標。充分協助缺乏知名度品牌的小型網站，短期內建立消費者的信賴。然而，台灣以小

農居多，此種分散式種植、銷售的方式並無法達成規模經濟。通路商通常偏好與較具規

模的中盤通路商對街，一般農民供應者由於規模與產量小，導致很難取得較好的售價金

額 (張語羚，2018)。再加上，通路商擁有消費者偏好與市場銷售資訊導致供需兩方存在

資訊不對稱的問題，隨之降低了小農與通路商議價的能力。也就是說，農民與通路商之

間存在著規模差異、資訊不對稱、角色目標定位不同等問題，因此在商業模式中，迫切

地需要農業合作社的加入來擴大供應鏈、提升量產，平衡供需雙方之需求。其功能可以

整合農民貨物來集體進行銷售，再根據生產比例將營銷獲利分配給農民 (Cotterill, 1987)。

此方式可以彌補農民的劣勢，包含資金不充裕、種植地區較為偏遠、缺乏優秀管理人、

無法達成規模經濟生產。另一方面，當農民在生產時遇到資金困難，也可以像農業合作

社貸款融資或申請預先支付款項 (Von Pischke & Adams, 1980)。而在此研究中，農業合

作導入區塊鏈的商業模式的資金流意旨消費者取得商品所相應支付的費用，以及通路商

在取得農產品貨物會將貨款先支付給農業合作社，再由合作社根據銷售與生產付出的去

提供貨款。 

資訊流 (Information flow) 主要是與科學決策、資料管理有關的文字或數字資訊傳

遞過程。信息流是從供應商到客戶以及從客戶返回供應商的信息流。這種流動是雙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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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它在供應鏈中是雙向的。客戶和供應商之間流動的信息類型包括報價、採購

訂單、交貨狀態、發票、客戶投訴等 (Lee & Whang, 2000)。若要使供應鏈取得成功，供

應商和客戶之間必須持續保持互動。在許多情況下，其他合作夥伴如分銷商、經銷商、

零售商、物流服務提供商都參與在信息網絡之中  (Ellram, Tate, & Billington, 2004; 

Johnston & Vitale, 1988)。而資訊快速流通的時代，農產品的生產與銷售數據則主要都是

由生產單位、銷售單位或者農業合作社各自所擁有。此方式缺乏統一且完整的生產營銷

流程紀錄來進行調整與分析，除了無法及時達成供需平衡外，也難以提升滿意度或精準

預測需求 (Cachon & Lariviere, 2001)。這也導致農業合作社無法與民營企業競爭。因此，

目前許多供應鏈正試圖使用共享資訊來將買方與賣方過去處於競爭關係的方式轉變為

合作的關係 (Liu & Kumar, 2011; Patnayakuni, Rai, & Seth, 2006)。就以生產履歷方面而

言，奧丁丁科技公司與台灣許多在地品牌合作，其利用區塊鏈技術來打造食品溯源履歷，

藉以完整記錄生產歷程。消費時，顧客只要掃瞄包裝外的圖碼 (例如 QRcode)，便能清

楚食材的生產與加工過程。期望將食品履歷透明、無法竄改的方式來公開呈現給消費大

眾，以杜絕食安疑慮 (黑瞳孔與貓耳朵，2019)。而消費大眾除了想了解產品的生產過程

外，亦希望清楚確定農作物是否有噴灑有害人體或環境的化學物質。農作物感應器根據

設施規模分為兩種，一種是消費者自行檢測，另一種是設置於農地中直接感應。自行檢

測的案例包含宣澤科技推出的檢測顯色晶片 (陳君毅，2019)、工研院研發的隨手型智慧

蔬果農藥檢測器 (羅弘旭，2018)；而設置於農地的案例以交通大學無毒智慧科技農業系

統最為人民所知曉。此案例中，是藉由業界、學界到農業三方領域合作共同達成。邱正

勳是青農，也是智慧農業系統計畫助理；該計畫結合交大資訊工程系終身講座教授林一

平、交大生物科技學院副教授陳文亮，以及本身開設物聯網公司兼交大無毒智慧科技農

業系統執行長陳健章。此感應器，從泥土下的溫度、地底鑽的蟲子，到土地上的溼度、

酸鹼值，都是被蒐集的數據；空氣中飄散的粉塵、風向、紅外線等變數，也不放過 (黃

亞琪，2019)。此外，台灣擁有許多獨步全球的育種與栽培技術，新的價值鏈農業的重要

策略方向應該著重於「發展大而優競爭型產業」及「開創小而美的特色型產業」。發展大

而優競爭型產業的策略，強調發揮台灣農業科技研發成果優勢，加速農業科技產業化及

國際化，進而帶動我國農業進軍全球。開創小而美的特色產業，則強調推動異業合作，

結合產地特色、文創、美學及觀光，開創精緻產業的高端市場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2014)。因此，在本研究企圖將區塊鏈技術導入於農業合作社中，企圖整合供應鏈生產、

加工、銷售等過程所產生的資訊。藉由進一步的分析報告來提供給農民最精準的生產建

議，並且提供訓練課程來降低與廠商間的資訊不對稱差異。另一方面，顧客在銷售後所

填寫的回饋評價也會透過區塊鏈技術即時共享給源頭供應者，農民則可與其他單位即時

聯絡，回應顧客對於商品之意見。資訊共享除了降低資訊不對稱，也減少溝通時間與紙

本成本。而農民在這個創新的商業模式中，也可以安心的進行生產，而不用擔心受到通

路商的剝削或者是種植方向與產量錯估等風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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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從三大交易流可以看出農業合作社存在於農業產銷供應鏈中的重要性與

必要性。農業合作社扮演農民與通路商的媒合與溝通橋樑的角色，其可以使供應鏈系統

達到有效的結合，把適當產品產量根據時間與地點合約請農民出貨，再由農業合作社居

中保障交易各方的權益。 

為了瞭解資訊系統公司將創建整合性產銷供應鏈雲端平台，此平台協助農業合作社

導入區塊鏈之營運模式，我們運用圖 2 來進行說明。對消費者而言，可以透過網路平台

直接購買農產品，也可以透過此平台查詢生產履歷、消費紀錄與到貨時間。對農民供應

端而言，使用平台可以隨即記錄自生的種植狀況，作為品質的保證；另一方面，也即時

查詢商品生產、運銷、銷售的狀況。對物流商者而言，使用平台追蹤農產品的運送過程，；

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協調出貨之事項。對農業合作社而言，透過網路銷售平台可以解決

合作社地處偏遠的問題。此外，透過整合性產銷供應鏈雲端平台的資訊可以提供消費者

的偏好分享給農民供應商，讓他們可以快速了解目前市場需求狀況，此可以解決合作社

缺乏優秀經理管理人才。最後，區塊鏈去中心化的特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並且可以增

加銷售通路，此可以解決合作社皆面臨經營資金不足。期望透過智慧化生產管理，突破

各農業合作社單打獨鬥之困境，提升農業整體生產效率與量能；相較於過去以顧客為中

心的供應鏈管理方式，採取資源、資訊共享的方式，更能夠及時回應供需兩端的需求，

進而達到動態平衡。藉由物聯網與大數據分析技術，建構資料雲端產銷流程服務管理平

台，以滿足所有農業供應鏈之利害關係人需求，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安全之信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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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協助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之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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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估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之商業模式 

隨著社會環境改變，技術進步快速，商業模式也應該要有所創新。本研究以

Osterwalder 與 Pigneur (2013) 提出的商業模式畫布 (Business model canvas) 為基

礎，來建構區塊鏈導入農業合作社之商業模式，並重新定位農業合作社，在供需

產業鏈中的價值與角色。 

商業模式 (Business model) 是一個實用且容易理解的工具，它可以用來作為

開發創新性、視覺性、永續性的商業模式 (Stubbs & Cocklin, 2008)。進一步來說，

它可以用來描述一個組織如何創造、傳遞與獲取價值的手段與方法 (Osterwalder 

& Pigneur, 2013)。而商業模式畫布 (Business model canvas) 可以用來描述與討論

這些要素的結構、要素之間的關係 (Afuah & Tucci, 2000; Sun, Yan, Lu, Bie, & 

Thomas, 2012)，並且說明如何透過客戶、供應商、通路、資源、能力，以及整體

結構來獲利 (Powell, 2001)。 

其中，商業模式畫布係由四大領域、九個構成要素組成，分別為產品、顧客、

基礎設施、財務。產品領域是由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s，簡稱 VP) 所構成；

顧客領域則是由目標客層 (Customer segments，簡稱 CS)、通路 (Channels，簡稱

CH)、顧客關係 (Customer relationships，簡稱 CR) 組成；基礎設施的組成要素包

含關鍵資源 (Key resources，簡稱 KR)、關鍵活動 (Key Activities，簡稱 KA)、關

鍵合作夥伴 (Key partnership，簡稱 KP)；最後，財務領域為成本結構 (Cost 

structure，簡稱 CS)及收益流 (Revenue streams，簡稱 RS) 兩要素構成。其要素之

定義詳細說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九個要素說明 

構面 構成要素 描述 

產品 價值主張 通過其產品和服務所能向消費者提供的價值。 

顧客 

目標客層 
將顧客進行市場劃分，定義欲瞄準的消費者群體，包含服務一個或多

個客層的個人及組織。 

通路 用來接觸顧客的管道，可用於傳達企業的價值主張與開拓市場。 

顧客關係 與目標客層所建立起來的聯繫關係之緊密程度。 

基礎 

設施 

關鍵資源 
讓商業模式運作所需要的最重要資產，包括實體資源、財務資源、智

慧資源或人力資源。 

關鍵活動 運用關鍵資源使商業模式更優化的策略或行動。 

關鍵合作

夥伴 
讓商業模式有效傳遞價值並實現商業化所需要的網絡聯盟。 

財務 
成本結構 即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貨幣之相關描述。 

收益流 通過各種收入流 (Revenue Flow) 來創造財富的途徑。 

資料來源：Osterwalder, A., and Pigneur, Y. (2013). 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a 

handbook for visionaries, game changers, and challengers. John Wiley and 

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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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s，簡稱 VP) 

價值主張定義為通過其產品和服務所能向消費者提供的價值，也就是可以迎

合某一特定目標客層的一套產品或是服務。由於台灣農業競爭力不足，且傳統的

農業供應鏈已無法滿足消費者對於產品的需求，故應透過導入區塊鏈來提升台灣

的農業之競爭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8)。在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之商業模

式中，價值主張為： 

1.  提升農業合作社的價值與競爭力。 

2.  建立雲端平台，及時登錄與回饋，做到產銷供應鏈動態平衡。 

 

二、目標客層 (Customer segments，簡稱 CS) 

目標客層定義為將顧客進行市場劃分，定義欲瞄準的消費者群體，包含服務

一個或多個客層的個人及組織。組織透過目標客群的設定，可以清楚明白產品與

服務在市場上的定位，專注於發展可達到特定目標客層需求之商業模式。組織必

須決定那些客層是首要服務的，哪些是次要的，進而決定先針對那些特定客層的

需求設計出符合需求的商業模式。在這個構成要素中必須要了解組織是為誰創造

價值?誰又是組織最重要的顧客。在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之商業模式中，其目

標客群為： 

農業合作社。 

 

三、通路 (Channels，簡稱 CH) 

通路指的是用來接觸顧客的管道，可用於傳達企業的價值主張與開拓市場。

企業通常會透過銷售、配送等方式與顧客建立起溝通管道。在農業合作社導入區

塊鏈之商業模式中，其通路應為： 

1.  創建整合性產銷供應鏈雲端平台。 

 

四、顧客關係 (Customer relationships，簡稱 CR) 

顧客關係為定義與目標客層所建立起來的聯繫關係之緊密程度。在農業合作

社導入區塊鏈之商業模式中，其顧客關係應該包含： 

1.  農業合作社可以透過產銷供應鏈雲端平台及時紀錄供需媒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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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業合作社可以透過此平台保障農民供應商的權益，若有需要可以提出

集體協商。 

3.  此平台亦可以連結消費端的消費回饋意見，以及時通知產銷供應鏈的相

關人員進行調整。 

 

五、關鍵資源 (Key resources，簡稱 KR) 

關鍵資源其定義為讓商業模式運作所需要的最重要資產，包括實體資源、財

務資源、智慧資源或人力資源。商業資源讓企業得以創造並提供其價值主張給顧

客，與目標客層維護關係，並藉此賺取收益。在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之商業模

式中，其關鍵資源有： 

1.  農業合作社可以請農民使用電子產品 (包含手機、平板、電腦等) 來記

錄生產細節，並隨時確認。 

2.  農業合作社可以在農田或物流商的車輛設置物聯網的技術感應器來記

錄生產與運送過程。 

3.  農業合作社可以透過產銷供應鏈雲端平台來了解農產品生產、運送、銷

售的時間與狀況。 

 

六、關鍵活動 (Key activities，簡稱 KA) 

關鍵活動則是運用關鍵資源使商業模式更優化的策略或行動。在農業合作社

導入區塊鏈之商業模式中，其關鍵活動為： 

1.  舉辦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之輔導課程。 

2.  協助農民與物流商者使用平台追蹤農產品的運送與銷售之活動。 

3.  改善查詢平台的便捷性。 

 

七、關鍵合作夥伴 (Key partnership，簡稱 KP) 

關鍵合作夥伴指的是讓商業模式有效傳遞價值並實現商業化所需要的網絡

聯盟。建立夥伴關係可視為商業模式的基石，可以降低企業風險、取得關鍵資源，

給予最適化企業之商業模式達成規模經濟。在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之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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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關鍵合作夥伴為： 

1.  農業合作社：作為農民供應商與物流商的溝通、媒合、保證之橋梁。 

2.  農民供應商：提供農產品之生產履歷者。 

3.  物流商：提供農產品的運送資料。 

 

八、成本結構 (Cost structure，簡稱 CS) 

成本結構定義為商業模式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貨幣之相關描述。如何成本

將降至最低也是每個商業模式的必要目標之一。在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之商業

模式中，其成本結構為： 

1.  社會事業營運之人事成本。 

2.  架設或外包資訊商雲端平台的成本。 

3.  推行關鍵活動之活動支出費用。 

 

九、收益流 (Revenue streams，簡稱 RS) 

收益流即通過各種收入流 (Revenue flow) 來創造財富的途徑，一個商業模

式可以包含兩種不同收益流。若客戶一次性付費所產生之交易收益則為一次性收

益，若透過顧客受後服務，使顧客持續付費則為常續性收益。另外，不同訂價機

制也會產生不同的收益流，主要的訂價機制可簡單區分為固定定價、動態定價兩

種。在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之商業模式中，其收益流應為： 

1.  農業合作社自願提供執行業務款項。 

2.  交易資料分析之收費報告。 

3.  補助社會事業之補助款。 

4.  由合作社提供的技術建置成本。 

 

雖然商業模式被分為九個要素，但其每個要素都是環環相扣的，進而形成一

個完整的服務、產品、訊息系統。換句話說，而商業模式分析中，聯繫這些要素

的就是資訊流、產品流、訊息流。透過整合性、全面性的考量，本研究重新定義

農業合作社在產銷供應鏈中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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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資訊系統公司協助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將可以有效地解決合作社經營資

金不足、地處偏遠、缺乏優秀經理管理人才等問題。期望智慧農業等相關技術能

發展更加完善。因此，我們提出三項建議： 

一、由農業合作社輔助農民轉型 

為了服務眾多的消費大眾族群，透過數位化技術來記錄與輔助生產製造是大

家都努力嘗試的方向。但由於專業分工下，且科技技術變化快速，農民常常會缺

乏轉型的動力與取得知識的管道。因此，由農業合作社與食品廠商共同輔導農民，

則可以驅使農民轉型成為需求端需要的生產模式，達成供需目標一致。 

二、透過區塊鏈技術平台建立農務健康管理系統 

農產品健康代表著生產品質，也代表著獲利能力之一。對農民而言，區塊鏈

去中心化來降低交易成本，增加銷售通路。對消費者而言，可以自行篩選供應商、

了解農產品來源和加工運輸過程，為食品安全把關。對供需雙方而言，導入區塊

鏈，讓消費者與農民雙方獲利，提升產銷效益。通過區塊鏈，補貼過程則可望變

得更加透明，減少消費者與產地間的資訊不對等，消除消費疑慮，提升農民生計。 

三、透過區塊鏈技術平台建立產銷網絡網 

由於大眾需求變化快速，農民透過區塊鏈技術平台所形成的產銷網絡網，農

民可以透過此平台媒合需求廠商。另外，農作物皆有其種植時間，在沒有種植的

時候，農民也可以利用此平台來媒合其他廠商，以彌補休耕的空檔期之收入。 

四、推廣農業食品生態知識體驗營活動 

雖然農民、農業合作社、食品廠商無不積極推動新的科技技術來提升食品衛

生、安全性，但由於社會大眾對於種植過程與導入過程並不瞭解，容易造成誤會

與偏見，無法體會到生產履歷的重要性與意義。因此，建議農業合作社可以舉辦

生態旅遊觀光農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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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商業模式之初探與談稿 

與談人：張東生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發表人針對台灣農業產銷供應鏈的資訊不對稱問題提出智慧農業建構農業

合作社導入區塊錬平台，並利用商業模式畫布九項要素進行評估。與談人在此做

些補充： 

1.區塊鏈技術發展迅速，利用區塊 鏈技術去中心化的特性下，創造資訊公

開透明、不可篡 改更具安全性，並能快速追蹤所有交易紀錄。例如，當食安問 

題發生時，利用串連至區塊鏈上的資料找出發生問 題的環節。發表人所提的區

塊錬技術主要是應用於治理階段(Justice and Governance)的區塊鏈 3.0，其應

用包括供應鏈、身分辨認、審計、投票、簽證、醫療等。導入區塊錬技術於資訊

平台屬於基礎建設，需要有系統性思維才容易成功。 

    2.利益關係人觀點是系統化了解產業內相關成員之間如何相互創造價值和

交易互動關係。產業組織成員如 何與其利益關係人配合，需要分析利益關係人

環境中存在的複雜且多重的相互依 賴關係。組 織的經營模式必須進行改變，將

傳統以個別組織成員為中心的發展方式改為網絡化的利益關係人 互動模式，方

能建立合作契機。 

就社會技術系統觀點，宜分別從社會、技術與環境角度探討並釐清目前區塊鏈技

術創新與利益關係人網絡之互動關係。 

利用社會技術系統與利益關係人網絡歸納出利益關係人包括消費者、通路商、加

工供應商、震民、農業合作社與政府為最密切的利益關係人。 

    3.政府政策與監理制度會影響區塊鏈導入農業產銷系統。 

政府包含農業監理機關，其政策及法規之訂定與彈性程度、執行運作能力與針對

利益關係人網絡之實際需求進行規劃等，皆影響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錬的商業模

式。建議農業主管機關成立專責單位，利用物聯網整合農業產銷雲端資訊平台和

導入區塊鋉技術，AI 大數據分析預測，落實台灣農業產銷資訊透明、生產履歷追

蹤，提升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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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合作社導入區塊鏈商業模式之初探與談稿 

與談人：胡耿逢 經理 

有限責任台灣食在安心農產運銷合作社 

農業合作社是基於小農的共同需求所組成，食在安心合作社的小農社員們的

共同需求主要是期待能獲得比較高、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改善生活品質。所以協助

小農社員銷售產品是食在安心合作社的第一要務。 

食在安心合作社的社員是以有機友善環境，不使用農藥化肥的耕作方式為主，

有機友善的農產品價格至少高於慣行農產品 1.5-2 倍，消費者通常是基於健康營

養或是認同環保永續而購買有機友善農產品，所以，為了達成協助小農銷售的目

標，讓消費者了解合作社的農友、農場、農產品的特色，邀請消費者參與農業生

產，進而認同、支持合作社，成了合作社重要的工作。 

具體上，如何讓消費者認同合作社理念呢？我們的做法，除了在網站上圖文

並茂地、詳實的介紹農友、產品以外，也必須用有趣的、創意的方式，舉辦體驗

活動，讓消費者深入了解有機友善農業的社會意義，產生理念認同，進而支持，

例如：舉辦農夫市集、食農教育、農學課程。理念認同型的消費者，才不會因為

比價而流失。 

如何發揮區塊鏈、IOT 物聯網的潛力讓消費者體驗農業的重要性呢？可能需

要產銷供應鏈上的利害關係人，如小農、農業合作社與資訊系統公司等等，共同

發揮創意、想像力，把有助於建立價值、信任的應用情境實作出來了。舉例來說，

有沒有可能設計資訊平台的產品網頁可以讓消費者「訂閱」即時的生產資訊，當

IOT 物聯網設備紀錄到產地長期下雨、遭受颱風侵襲等特殊氣候變化時，系統便

傳送影音訊息給對產品有興趣的消費者，讓消費者真實體驗到氣候影響生產的情

境，同時，小農與消費者可以透過資訊平台進行交流互動，互動的訊息被記錄下

來，讓其他消費者看見小農的用心。 

當區塊鏈資訊平台協助農業合作社大幅增加與消費者的親密互動，便有可能

提升消費者的忠誠度，成為理念支持型的消費者，進而改善銷售情況，產生長期、

穩定的收入。 

區塊鏈是一種資訊科技的底層技術，就好像網際網路資訊技術一樣，消費者

每天頻繁的使用網際網路上的各種生活應用，但是卻不需要知道網際網路的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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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是如何作動的。所以，如何設計出易用、好用的應用模式是能不能被消費者

愛用的關鍵。 

區塊鏈在農業上的應用剛起步，潛力不可小覷。奧丁丁推出全球第一個區塊

鏈食品溯源系統 OwlNest，將區塊鏈「不可篡改」的特性，應用在食品履歷功能

上，強化消費者對產品的信心。新聞報導，台東池上稻農導入奧丁丁區塊鏈與物

聯網的應用。台農發公司用區塊鏈食品履歷把香蕉外銷到日本。其實我們很好奇，

想了解為什麼這些國內外消費者會特別願意購買區塊鏈食品履歷的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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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三 
 

普惠金融之觀念、作法、經驗及未來發展 

 

主持人：蔡建雄 教授/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發表人：戴萬成 客座講師/國立新加坡大學高階主管培訓＆EMBA 

與談人：詹  場 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李智仁 副董事長/全人樂活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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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之觀念、作法、經驗及未來發展 

發表人：戴萬成 客座講師 

國立新加坡大學高階主管培訓＆EMBA 

題綱： 

1.普惠金融之緣起與實際需要 

2.目前世界成功案例 

3.個人實際參與動機及經驗分享 

4.未來預期發展 

5.普惠金融應用於台灣合作金融(事業)之建議  

6.結論 

論文摘要 

我們必須跳脫出由孟加拉銀行家所創建孟加拉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及其所創辦的的「鄉村銀行」（Grameen Bank）觀念所局限。認為普惠

金融就是小額信貸給窮人弱勢者,，幫助他們生財擺脫貧困，即使是赤貧之人，

也能努力改變人生。 

普惠金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除金融的特權性，體現金融服務是天賦人權的

宣言。（即每個人都應該有獲得金融服務的機會和權利）。未來發展方向是透過

有經驗與信譽的銀行集團加上代理銀行及手機銀行(移動支付）對所有既有金融

客戶及金融弱勢者，提供便利，保障，節省，生財  信用建立機制，它是傳統銀

行的終結者，這將是贏者通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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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普惠銀行之緣起與實際需要 

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 System)字面意思為包容性金融體系，它

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除金融的特權性，體現金融服務是天賦人權的宣言。（即每

個人都應該有獲得金融服務的機會和權利）。尤其是那些被傳統金融忽視的農村

地區、城鄉貧困群體、微小企業。 

舉世公認的戰略及管理學大師普哈拉（CK Prahalad）在《金字塔底層的財

富》（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中指出，人類已經進入21

世紀，但是世界上仍然有40多億貧窮人士存在——以及隨之而來的享有金融服務

權利遭受剝奪，卻依然是世上最令人氣餒的問題之一。普哈拉認為，傳統的慈善

濟助做法，無助於消滅貧窮，反而會讓窮人陷於無能的狀態。如何為底層窮人提

供金融服務，幫助他們擺脫貧困，並且獲取利潤，成為管理及商業創新的挑戰。 

普惠金融除了幫助所有人獲得金融服務的機會和權利外，更需要幫助所有金

融弱勢降低金融服務成本降低，例如所有客戶獲得如貴賓客戶享有的金融轉帳免

費或是大幅降低，商家支付信用卡，借記卡或行動支付公司費用大幅降低。假如

執行得法，普惠金融體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推動力。 

 

貳、 目前世界成功案例 

第一階段： 孟加拉的窮人「鄉村銀行」 

孟加拉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1966年，獲富布賴特獎學金

赴美留學。1969年，獲美國範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經

濟學博士學位。 

1972年返國,出任吉大港大學經濟學系主任.有感於貧窮根於窮人，無法從正

規的金融機構取得信用貸款，只能任由高利貸業者宰割， 啟發他提供微型貸款

給窮人的念頭，並自1976年開始進行鄉村銀行計劃，改變多貧窮人的生活。並於

1983年正式創立「鄉村銀行」。尤努斯的經營哲學是：傳統銀行怎麼做，鄉村銀

行就要反其道而行。事實證明，顛覆傳統銀行的運作模式，免除擔保品、推薦人、

信用紀錄或法律規定等繁文縟節，只憑「信任」做生意，銀行還是可以運作，而

且還能賺錢，鄉村銀行在創立不到3年就開始賺錢，2005年獲利為1500萬美元。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BE%8E%E5%9B%BD%E8%8C%83%E5%BE%B7%E6%AF%94%E5%B0%94%E7%89%B9%E5%A4%A7%E5%AD%A6
https://wiki.mbalib.com/zh-tw/Vanderbilt_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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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MPesa 在肯亞，Ｍ是英文的「行動」，也就是 Mobile，

Pesa 在當地的斯瓦希里語（Swahili）中則代表「錢」的意思，MPesa

就是我們俗稱的“行動支付”。 

肯亞國家發展落後，銀行系統不夠完善，城市以外的地方很難找到銀行。因

此銀行金融服務是是少數人城市裡富人的專利，許多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肯亞

人，根本就沒有足夠收入能在銀行開戶，大部分的人民無法享受金融服務的便利。 

電信公司 Safaricom（(Vodafone 在肯亞的子公司) 在2007年推出的行動支

付產品 M-PESA。移動的錢幣，就是行動支付的概念。一旦民眾註冊了 M-Pesa帳

戶，設定 PIN碼為安全密碼，他們就能從 safaricom 全國40,000多個代理店面，

（就像 M-PESA 系統的 ATM），選擇離家裡最近的據點付款或領錢，或是以傳送

簡訊的方式匯款給他人。這樣的方式不僅節省時間成本，且大幅降低風險。在過

去如果肯亞人想要轉帳或寄錢到城市以外的地方，是利用西聯匯款(Westunion

是全世界最大的匯款公司)或者請公車司機轉交，路途遙遠增加運送成本，價格

跟風險均是一個很嚴重的負擔與風險。 

對肯亞人來說，M-Pesa帳戶就如同銀行戶頭般方便。肯亞人口將近四千萬，

目前共有超過1900萬人使用，佔該國90％的成年人口數。肯亞在2015年的行動支

付交易量高達280億美元，佔了國家 GDP 的44%。2016年所處理的交易就達60億

筆，金額近乎該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50%。 

 

第三階段：在中國，互聯網和 IT 技術進步迅速地促進了普惠金融

體系的發展，阿里巴巴的支付寶和騰訊的微信支付不斷茁壯普及，

輕鬆地運用智慧手機掃二維碼付款，據稱在城市地區行動支付的利

用率超過 98%。 

因為中國存在假幣，另外保管現金或將現金存入銀行費時費力，拒絕用現金

和信用卡付款的店舖也開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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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銀行和手機銀行提高了消費者獲取金融服務的便利度，降低了獲取金融

服務的時間成本及費用﹔近年來阿裏巴巴將支付寶、余額寶、信用卡還款、小額

信貸、交水電費/電話費、煤氣費。融於一身，加上微信支付的用戶之間相互轉

賬的社交需求，配合傳統銀行的網上銀行轉帳之便利性，個人只要有一傳統銀行

主帳戶處理大額存款及投資，以支付寶及微信支付處理支付及轉賬，就能達成前

所未有的金融便利性。中國正以令人吃驚的速度創造了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奇跡，

徹底實現普惠金融每個人（富人與窮人）都應該有獲得金融服務的機會和權利。 

 

第四階段：5G 世代的普惠金融 

5G 技術加上 AI，大數據分析，區塊鏈技術及生物辨識科技進步，有遠見的

銀行集團，將不止專注在目前既有客戶群，而開始考慮涵蓋整體“普惠”通吃的

長遠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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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個人實際參與動機及經驗分享 

2018年4月，我在美國接到來自南亞某個國家最大非公營銀行集團的邀請，

在他們發展普惠金融的策略執行上，實施我獨創的業務標竿績效管理系統，幫助

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大幅增加他們的代理銀行（代理店鋪），行動支付商家及

顧客的數量，在深入了解到此一普惠金融的建立，可以幫到這個國家高達70%無

法享受金融服務（無法開立銀行帳戶）的窮苦大眾，身為佛教徒的我，本著慈悲

心懷，毅然接受此一邀請，經過將近一年的實際體驗，我們迅速成功地建立超過

二百萬顧客，二萬代理銀行及三萬個行動支付商家，以下是個人心得經驗分享： 

1、 產品及促銷要能夠驚豔吸睛： 

各式各樣不同的競爭對手亦推出形形色色的產品，加上原來的競爭者的產

品，因此要在市場上一鳴驚人非得讓人有耳目一新躍躍欲試的衝動。例如破

壞性的價格（行動支付收取的費用，遠遠低於目前信用卡及借記卡）。 

2、 明確的市場地圖界定 

有效利用 Google 地圖，清楚劃定市場責任區及推定市場內代理商及支付商

家數量。 

3、 雷厲風行的銷售團隊 

大量的銷售團隊（銀行所有員工，直銷團隊，MGM。。。）與一流的銷售績

效管理系統 

4、 獲得政府強而有力的支持 

政府在政策法律的支持，例如大學學費的繳費，規定只能透過行動支付，不

再接受紙幣現鈔，以減少工作人員（大學及銀行。）負擔，防止學費遺失或

搶奪。 

5、 與有實力的電信商合作 

與有實力的電信商合作，在網路電信涵蓋區域及穩定性將減少很多不必要的

困擾。 

6、 聘用一流的反詐欺及防洗錢人才 

普惠銀行的推動，及時便利性將是成功的最關鍵因素，但是同時可能發生的

詐欺及洗錢的問題，將是最大的挑戰，需要聘用一流的反詐欺及防洗錢人才，

積極有效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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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未來預期發展 

隨著網路科技快速發展及金融科技的創新，對普惠金融的發展產生莫大的助

益，普惠金融將不只著眼于金融弱勢，更將普及全體大眾。同時對傳統金融業者

產生巨大衝擊。以下是個人觀察看法： 

分行據點，ATM及基/中層人員大幅減少 

美國在2016年通過開放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取得全國性銀行執照，台

灣金融管理當局亦在2018年11月開放純網銀執照申請，預計2020年台灣就有純網

銀業者開始運作，加上行動支付的普及，以及偏鄉無實體金融服務地區的代理銀

行據點的實施，將對傳統銀行的現行經驗方式，產生巨大衝擊，可以預見的是能

夠在未來勝出的傳統銀行，將大量雇用高級金融科技人才及跨業整合人才，而大

幅減少基/中層人員，同時大幅減少分行據點及 ATM。在中國占比為傳統銀行最

大業務的存款提款，都不再需要櫃枱辦理。一般大眾很大比例使用支付寶和微信

轉賬，大幅降低大陸傳統銀行業的重要性。另外，在存款客戶的取得成本大幅降

低（註一）及消費金融每位員工服務客戶的比例亦將大幅提升（註二）。 

基本功 

未來金融服務的趨勢，將打破了傳統金融服務業的業務經營界限，整合成一

條龍服務（total solutions）將是一決勝負的關鍵。傳統金融業者過去擁有銀

行、保險、證券、投信、投顧各子公司客戶及金融知識與經驗的優勢。但是未來

將不再在金融服務領域獨佔優勢，因為網路科技及金融科技創新日新月異，變化

無章又快速，保守穩健的金融專業經理人會苦於因應。日本7SEVEN 控股公司總

部，在接待大廳的上方，有一行顯目的漢字：因應變化唯一的方法,就是徹底實

踐基本工作。夙有華人經營管理大師的李嘉誠說：“分段治事不疾而速。”亦即

洞悉事物的條理，按部就班的進行不疾而速至。理念架構網就是一套包含完整的

基本功，又能符合邏輯實踐程序，讓你的工作能輕鬆地按部就班的進行，後發先

至。金融專業經理人在未來能夠帶領傳統金融屹立不搖，獨領風騷的最關鍵因素

將是練好基本功，善待員工，吸引/留住一流菁英員工。 

個人在花旗銀行創建的 Pro-VT 標竿績效管理系統，是融合釋家（菩薩行）

道家（內聖外王），兵家（道天地將法）及日式改善（Kaizen）與美式標竿學習

（Bench Marking）（註三），實施於花旗銀行亞太區及渣打銀行全球消費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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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證明這套基本功可以幫助金融業按部就班的進行，將有助

於傳統金融業者，提升基本功力，在未來整合性普惠金融，不疾而速至領先地位。 

 

5G四流整合力 

未來將是5G世代，對各行各業產生的巨大影響,電商、零售及物流對行動支

付服務、大數據分析、區塊鏈技術、現金管理系統，會對金融業產生何種變化，

目前尚未十分明確，但是可以預知那一個金融集團，能有效的整合人流， 物流， 

資金流及資訊流，將是未來的贏家。金融專業人士，在上述4流中，只有資金流

的知識與技術較為佔優勢，其他三流就必須有效借重跨業人才，如何有效整合，

創造一條龍服務（total solutions）打破及模糊了傳統金融服務業的業務經營

界限，將是金融高層最重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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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家通吃 

在過去傳統產業中，大小規模同時存在，不成問題，例如可口可樂無法擠掉

百事可樂，豐田也消滅不了本田，但在這個網路永遠上線的世界裡，這一準則越

來越站不住腳了。最後贏家越來越集中到一個壟斷寡頭上。Bing 在搜尋引擎馬

拉松賽中排名第二，但跟第一名的距離很遠。Facebook 在社群網路取得接近壟

斷地位的唯一方式。社群網絡排名第二的 Twitter 規模只有它的1/4。其他例如

Amazon 線上零售，微軟辦公生產力業務。未來金融服務的贏家，如果能有效整

合傳統金融領域，加上網路銀行，行動支付，代理銀行據點，有效又鋪天蓋地的

涵蓋拿到的數據也就越多，進而讓它的索尋變得更好、更聰明、更快，最終也會

更加個性化。使用客戶集中一至二家最方便貼心金融組織，是必然趨勢。 

 

伍、 普惠金融應用於台灣合作金融(事業)之建議  

在5G世代的普惠金融，由於傳輸速度的大幅提升，AI，區塊鏈技術及生物辨

識技術應用，將人流，物流，資金流及訊息流有效整合，其準備，人力，時間及

專業人才的投入，將十分艱巨與冗長，將非一般以特定會員為對象的合作金融(事

業)所能負擔，然而台灣合作金融(事業)應該深入思索如何應用融入5G世代普惠

金融系統，提升自身事業經營之創新力與競爭力，雙方皆以創造“共享價值”為

考量。例如台灣主婦聯盟，將可以加入普惠金融主導者，成為其主要商家（Key 

Account），使用其行動支付（收費將遠低於目前信用卡或借記卡）及應用 APP，

整合物流，資金流及資訊流，形成一個高效能，低庫存，了解顧客需求的贏家。

另外民間的儲蓄互助社也可以要求會員加入統一普惠金融，利用普惠金融的科技

與資訊，提升會員之間互相了解債信等級，降低債務風險，以及收款快速及便利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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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在5G HighFin Tec世代，我心目中理想的普惠金融將是一個全新的樣貌，

其寡佔性，便利性及涵蓋性，將有革命性的變革，是由有實力及信譽的銀行集團，

加上數位網路銀行，行動支付，及代理銀行（偏遠地區），對所有事業網點（大

小企業，合作事業，商販。。。）及個人（包括金融弱勢）提供便利服務及大幅

降低所有服務費用，對人才，技術的需求，將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與想像。 

 

註一：存款客戶的取得成本大幅降 

傳統銀行                      網路銀行                      行動支付 

 

註二：retail Banking customers per FTE 

傳統銀行                    網路銀行                    行動支付 

資料來源： Oliver Wyman & Pro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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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本著佛法菩薩行（大悲 大願 大智 大行），道家（內聖外王）及兵家（道

天地將法）之基本精神，融合改善（Kaizen）/變革（Re-enginnering）與標竿

至善 （Benchmarking）之東西方科學管理技巧。多年來一直嘗試著創建一套既

可以達成個人自我高峰成就又可以建設高效能幸福企業組織的系統架構及邏輯

程序方法，經過多年的思考修正，並且以世界聲譽卓著的顧問公司及企業的實證

（註四），及個人工作體悟，提出我的職場卓越經營管理理念架構網：（如附表） 

註四： 

—著名的 Hay管理顧問公司經長期的調查和研究，獲致結論：全球最受讚賞的公

司確實有管理竅門，在吸引和保留人才、領導力發展、績效管理、企業文化、戰

略執行力方面，有著獨特的做法。 

—全球最大的顧問公司麥肯錫，以自身經驗和學術文章為基礎，挑出20項特出的

領導特質，再向81個各類組織、共18.9萬人進行調查，結果發現，高品質領導團

隊中的領袖，大多擁有其中4項特質；而這4項核心特質，就已經能解釋89%組織

領導力的強弱差異。 

1.尋求不同的觀點  

2.有效率地解決問題 

3.重視成果 

4.支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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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最令我心儀的優質企業中，由孫正義先生創建的日本軟體銀行（Soft 

bank）的經營理念架構網“智信仁勇嚴、一流攻守群、道天地將法、頂情略七鬥、

風林山火海”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7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86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7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87 

普惠金融之觀念、作法、經驗及未來發展與談稿 

與談人：詹 場 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普惠金融(financial exclusion)之精神是平等而普及的提供合適、有益的

金融服務及商品，給有需要的企業及民眾，不分階層、群體、經濟能力，以期消

除貧困，促進經濟永續發展，成就社會的公平及和諧。 

本文論述攸關社會大眾福祉及金融發展之「惠普金融」課題，清晰的論述普

惠金融之緣起及需要，並輔以世界惠普金融的世界成功案例做為佐證。作者在文

中分享實際參與惠普金融推動的動機及經驗，並論述惠普金融之未來發展趨勢，

同時提供台灣合作金融業者因應普惠金融發展的建議。整體而言，本文深具實務

參考價值，同時具有政策意涵及學術貢獻。 

作者認為惠普金融不侷限於 Yunus「鄉村銀行」之觀念：「普惠金融就是小

額信貸給窮人弱勢者,，幫助他們生財擺脫貧困，即使是赤貧之人，也能努力改

變人生」，而是進一步擴大範圍：「金融服務是天賦人權」。本文引用《金字塔

底層的財富》（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作者 CK Prahalad

之論點：「傳統的慈善濟助做法，無助於消滅貧窮，反而會讓窮人陷於無能的狀

態。如何為底層窮人提供金融服務，幫助他們擺脫貧困，並獲取利潤，是金融業

管理及創新的挑戰及任務。」本文點出普惠金融之核心精神：普惠金融需同時兼

具「普」和「惠」，亦即：「普惠金融除了幫助所有人(企業)獲得金融服務的機

會和權利外，更需幫助所有金融弱勢降低金融服務成本降低」。 

本文具體呈現世界成功之普惠金融之釋例，包括：1.孟加拉 Yunus 創立的

「鄉村銀行」，2.肯亞電信公司(Safaricom)開發的 Mpesa(行動支付)，3.中國之

阿里巴巴的支付寶和騰訊的微信支付等互聯網金融服務，4.結合 5G 技術、人工

智慧、區塊鍊專業及生物辨識於普惠金融服務中。本文同時提供具體普惠金融實

踐案例，作者闡述其如何成功的協助一個南亞國家之最大民營銀行集團，實踐普

惠金融之策略。包括：1.具有吸引力之產品及行銷方法，2.明確的市場定位，3.

強力的銷售團隊及績效管理系統，4.獲得政府之有力支持，5.與具實力電信商合

作，6. 聘用一流的反詐欺及防洗錢人才。 

本文提供金融業者因應普惠金融發展的方法。由於網路科技與金融科技的快

速發展及創新，使得普惠金融不再局限於利益金融弱勢團體，而是普及全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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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及企業。普惠金融的盛行將打破傳統金融業的經營界限，從而給傳統金融業

者帶來巨大的衝擊，將導致中層、基層人員及 ATM的大幅減少。金融業者因應之

道是「徹底實踐基本工作」、「分段治事， 不疾而速」、「善待員工，吸引並留

住一流人才」。並以作者成功實施於花旗銀行亞太區及渣打銀行全球消費金融之

Pro-VT 標竿績效管理系統，做為金融業強化基本工之釋例。此績效管理系統融

合佛教之菩薩行、道教之內聖外王、兵家之道天地將法、日式之改善及美式之標

竿學習。 

建議本文強化下列課題之論述：1.如何防止金融消費端因普惠金融而過度消

費或過度生產。2.如何避免普惠金融業者粉飾、誇大或不實之行銷，導致不公平

的交易，造成金融消費者受損或金融體系震盪不安。3.如何促進金融服務供需雙

方的信任，以利普惠金融功能之發揮。4.如何藉由普惠金融之實踐，促進金融體

系兩個主要功能發揮：(1)提升人民福祉，(2)提升資金配置效率(經濟發展)。5.

合作金融業者在普惠金融潮流中的機會、威脅、強勢、弱勢及其因應之道。6.如

何減少因普惠金融商品及服務的資訊不對稱，引發的逆選擇 (Adverse 

Selection)及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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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之觀念、作法、經驗及未來發展與談稿 

與談人︰李智仁 副董事長 

全人樂活教育基金會 

 

近年來，「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的觀念廣受討論，從字義上

便可推知，係期待金融服務不應具有排除性，而讓每一位金融消費者均能便於享

受金融服務，全球已有五十餘國將普惠金融列為重點發展目標。普惠金融的核心

包含：一、 金融服務之可及性(access)：確保消費者可取得新金融服務，尤其

是消除弱勢和低所得民眾及微中小企業等所面臨之障礙；二、 金融服務之使用

性(usage)：強化金融服務之使用頻率，促進金融服務之採用，並提升消費者能

力以充分運用金融服務。隨著金融創新科技發展，可提供民眾多元化、便捷及較

低成本之金融服務；三、 金融服務之品質(quality)：使金融服務符合民眾需要

及金融資訊取得，如推廣金融知識普及之教育和金融消費者保護措施等。 

發表人所發表「普惠金融之觀念、作法、經驗及未來發展」乙文從金融服務

的角度進行思考，認為不單只是協助金融弱勢者「脫貧」，更應進一步尋求金融

創新之可能性，以建構普惠金融的生態系。文中除列舉鄉村銀行、肯亞 M-Pesa、

中國互聯網企業之例證外，也說明了自創之標竿績效管理系統對於普惠金融之助

益，誠具參考價值。此外，發表人也強調金融科技(Fintech)與 5G時代下對於普

惠金融與傳統金融的改變，亦值贊同。 

    淺見以為，台灣的金融知識教育尚稱普及，各類資訊之取得途徑亦屬友善，

在金融服務之品質端有良好表現；而各類的優惠貸款以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機制，也直接或間接地促成金融服務的可及性。伴隨金融科技時代來臨，除了行

動支付之外，如何善用數據分析以及數位網銀等模式提供更多優質便捷服務，是

未來金融服務提供者之挑戰與思考課題。合作事業之良好發展，與合作金融體系

之健全息息相關；而合作金融除應按照合作經濟原則，提供資金融通等服務外，

也可以進一步思考新科技(例如物聯網、區塊鏈…等) 之導入，降低不必要之成

本，同時跨越時間與空間之障礙，讓金融服務之普及化更形具體，進而鞏固合作

金融體系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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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名單 

主持人、貴賓、發表人、與談人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麥勝剛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理事長 

2  陳宗彥 內政部 政務次長 

3  邱創乾 逢甲大學 副校長 

4  于躍門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5  李修瑋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理事主席 

6  簡士超 逢甲大學商學院 副院長 

7  李桂秋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副教授 

8  吳肇展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主任 

9  林依瑩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董事 

10  葉俐廷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助理教授 

11  張東生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教授 

12  胡耿逢 有限責任台灣食在安心農產運銷合作社 經理 

13  蔡建雄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教授 

14  戴萬成 國立新加坡大學高階主管培訓&EMBA 客座講師 

15  詹  場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副教授 

16  林盟翔 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 副教授 

17  王翠菱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專案研究員 

18  陳茂春 內政部 主任秘書 

19  方珍玲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秘書長 

20  黃啟瑞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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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陳佳容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副主任 

2  林素珍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長 

3  林鈺聆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視察 

4  葉子瑄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5  陳雅晴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6  蔡佳晏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職務代理 

7  蔡文彬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組長 

8  李玉琴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專員 

9  古昌平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研究助理 

10  高毓璟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辦事員 

11  梁玲菁 中國合作學社 常務理事 

12  郭廸賢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教授 

13  楊坤鋒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副教授 

14  林瑞發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副教授 

15  賴宜君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助教 

16  廖育民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助教 

17  王傳慶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理教授 

18  王雅萱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行政秘書 

19  蕭榮烈 國立臺北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教授 

20  張森宇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總經理 

21  魏懌雯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主任秘書 

22  江虹瑩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管理部經理 

23  潘鈺釵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供銷部經理 

24  謝杰瓏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供銷部課長 

25  莊禮瑞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課長 

26  陳惠芬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辦事員 

27  林清福 有限責任台灣合作社聯合社 理事主席 

28  曹金佩 有限責任台灣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29  吳天登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理事長 

30  李清標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監事長 

31  翁文杏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副理事長 

32  黃信明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副理事長 

33  蘇金玉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副理事長 

34  陳若望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常務理事 

35  王永裕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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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洪哲雄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副秘書長 

37  康建民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行政組組長 

38  蘇玲如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行政組副組長 

39  廖仁祿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督導組組長 

40  繆文蔚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督導組副組長 

41  范如甄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專員 

42  錢金瑞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執行長 

43  瓦歷斯‧貝林 監察院 監察委員 

44  楊惠如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科長 

45  裘惠如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社會工作師 

46  林怡璇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約僱人員 

47  廖國欽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約聘人員 

48  陳苒瑀 彰化縣政府 科員 

49  楊思親 臺東縣政府 社工 

50  廖漢東 逢甲大學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組員 

51  廖亮美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 研究生 

52  龔玫菱 國立臺灣大學 博士生 

53  馬聿安 保證責任臺中市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 理事主席 

54  梁麗娟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理事 

55  張育章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理事 

56  陳春杏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教育委員會委員 

57  陳昭儒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教育委員會委員 

58  蕭淑珠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教育委員會委員 

59  林淑娟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生活材委員 

60  陳玲慧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社員 

61  陳古桓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社員 

62  林虹妙 有限責任臺中市真善美長期照護勞動合作社 經理 

63  黃銘鐘 有限責任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理事主席 

64  黃志立 有限責任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理事 

65  施輝雄 彰化縣鹿港信用合作社 理事主席 

66  施聖哲 彰化縣鹿港信用合作社 總經理 

67  林銘勳 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 副總經理 

68  李佩禧 中華民國農會 小姐 

69  郝文正 保證責任基隆市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70  張堅華 保證責任基隆市合作社聯合社 理事主席 

71  林進和 台灣省蔗農消費合作社 理事主席 

72  曾結堂 台灣省蔗農消費合作社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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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趙勇彰 台灣省蔗農消費合作社 總經理 

74  張慧雪 保證責任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 主任 

75  張青斌 保證責任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 總經理 

76  曾義順 保證責任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77  單錦鑄 有限責任三鶯農業生產合作社 理事主席 

78  蔡仁傑 有限責任三鶯農業生產合作社 運銷處 

79  彭聖崴 有限責任三鶯農業生產合作社 供銷處 

80  賴宏彰 台中市雜糧生產合作社 財務 

81  凃淑靜 保證責任嘉義縣梅山茶油生產合作社 理事主席 

82  林吉鶴 善耕慈心生產合作社 理事 

83  張月瑩 台中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 理事長 

84  林金博 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經理 

85  許秀嬌 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理事 

86  林瑞瑤 有限責任臺中市環保科技處理設備利用合作社 經理 

87  劉麗玲 有限責任臺中市環保科技處理設備利用合作社 會計 

88  邱如妙 台中市中區合作社 主任 

89  陳玲玲 中山區合作社 理事 

90  顏月緞 惠丞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91  林炎秋 惠丞會計師事務所 專員 

92  李宥瑢 怡農茶園 店長 

93  陳旭播 開南大學 
退休教授 

(前會計系主任) 

94  蔡嬿嬌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退休 

95  施夷雯 個人 退休主任 

96  何淑華 自由業 老師 

97  高子恆 自費作家 先生 

98  李孟珊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99  陳羿熏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00  陳哲維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01  洪梓鈞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02  李霽雯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03  林科廷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04  黃仲楷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05  蕭惠文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06  伍  玥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07  林湘涵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08  周彥安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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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何文傑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10  尹宏綜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11  吳俊諺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12  廖明輝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13  潘則墉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14  洪志洲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15  彭舒唯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16  丘芷瑄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17  楊庭愷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18  張紫芊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119  楊侑承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研究生 

※以上與會人員資料統計至 108年 06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