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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100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議程表  

民國 111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三) 線上視訊會議 https://reurl.cc/41YOLv 
     

時   間 議    程 

12:30~13:00 

(30 分鐘) 
報   到 

13:00~13:10 

(10 分鐘) 

開幕式 

主席致詞：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麥勝剛  理事長 

長官致詞：內政部                徐國勇  部長 

貴賓致詞：臺北大學              李承嘉  校長 

          臺北大學商學院        陳宥杉  院長 

13:10~13:15 

(5 分鐘) 
團體照 

13:15~13:50 

(35 分鐘) 
 

專題演講：合作理想與實踐 

主 持 人 ： 臺北大學 孫炳焱 名譽教授 

主 講 人 ：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蔡建雄 教授 

13:50~14:40 

( 50 分鐘) 

          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論文一： 城鄉永續生活合作社的服務創新 

主 持 人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陳武雄 前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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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二： 建構合作事業與社會企業共創雙贏的永續發展模式 

主 持 人 ： 臺北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陳澤義 所長 

發 表 人 ：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吳雪伶 副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王傳慶 助理教授 

與 談 人 ： 中國文化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梁連文 教授 

 KPMG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公司 黃正忠 董事總經理 

 KPMG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公司  侯家楷 經理 

15:35~16:25 

(50 分鐘) 

 

論文三： 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與數位創新促進合作事業永續發展 

主 持 人 ： 逢甲大學研究發展處 吳肇展 研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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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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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與閉幕式 

共同主持人： 

內政部 陳茂春 參事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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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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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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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鐘 按鈴方式提醒。 

「還有 2 分鐘」。 

「時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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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會議以Teams線上視訊會議方式進行。 

3. 如使用手機進入會議，請先下載Teams App。 

 

Teams線上視訊會議連結 https://reurl.cc/41YOLv 

 

Teams線上視訊會議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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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合作理想與實踐 

 

~主講人~ 

蔡建雄 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合作理想與實踐 

 

蔡建雄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摘要 

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合作社穩定社會的角色逐漸被營利組織取

代。一般從規範營利組織的法規與制度下，亦導致合作社的發展受到限縮。

雖然，許多富有合作社理想的人士多方奔走，但也是徒呼負負。近年來，

政府推動地方創生，合作社也參與其中，此為藉此機會發展合作社的契機。

因此，本文擬從近年來合作社面臨的發展問題，分析社會部門的競合，並

探討合作社發展之道。其次，從國際上，發展良好的合作社，比較世界三

百大合作社與我國合作社結構的差異。最後，從國際上，合作社發展的理

想，再盤點實務上合作社理想的實踐，以提出合作社的策略建議。 

本文主要建議為合作社應與時俱進，關注經濟的、社會的與永續的議

題；以及合作社應與國際接軌，聚焦合作社核心價值。台灣經濟發展過程

中，社會遭遇的問題亦隨時變化。對於隨著經濟發展衍生的社會的、永續

的問題，合作社也應該與時俱進，參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關注經濟的、

社會的與永續的議題。此外，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許多經濟活動都彼此牽

連影響。因此，與國際接軌，隨時因應國際發展，引入合作社創新知識，

聚焦核心價值，也是當務之急。 

關鍵詞：合作社、社會企業、合作社法規架構、合作社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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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台灣合作社發展概況 

近年來，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一向針對合作社發展趨勢暨合作社營運

常見的議題邀請專家學者撰稿，本著實事求是，面對困難解決問題的精神，

務實以對。因此，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發表的主題也反應出台灣合作社發

展的挑戰。 

從歷年論文主題，以 2018 年至 2022 年主題為例，可以發現關心經濟

的、社會的議題包括共享經濟、普惠金融、公平貿易等；與有關環境的議

題則包括綠色再生能源與永續發展等。此外，在合作社業務營運面臨的問

題，除了引進倡導金融科技、區塊鏈、數位創新、專案管理之外，也包括

行銷策略、財務管理與法律議題的探討(表 1-1)。 

 

表 1-1  台灣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論文主題，2018 年-2022 年 

年 論文主題(摘錄)/合作社類別 

2018 金融科技/合作金融 

新型態合作社/綠色再生能源 

「新協力模式」/住宅合作社 

合作社經營策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2019 年輕人/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區塊鏈商業模式/農業合作社 

普惠金融 

2020 金融科技/信用合作社 

共享經濟/合作社 

公平貿易 

專案管理/合作組織 

2021 數位創新 

共享、共善/合作社 

原住民林業暨勞動合作社 

財務/儲蓄互助社 

運輸合作社、勞動合作社 

2022 服務創新/城鄉永續生活合作社 

永續發展/合作社、社會企業 

數位創新、永續發展/合作社 

資料來源：整理自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論文集，歷年。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100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8 -



 
 

二、社會部門與合作運動的發展 

以往政府總是以政府預算經費不足，各部門見解不同等原因，說明合

作社發展的為難。然而，政府為了解決城鄉差距，鄉村地區人口減少的問

題，推動地方創生，各部會在國家發展委員會的主導下，皆能提出相關方

案與因應的預算經費。 

地方創生面對鄉村地區人口外流的問題，擬定減少的政策目標。主要

有(一)合作社參與地方創生；(二)推動營利組織企業社會責任；與(三)鼓勵

社會企業；與(四)NPO、NGO 等。因此，產生一個議題，即當面對公益事

務時，究竟何種部門辦理為宜？此處擬先探討社會部門組織的特性與合作

社和社會企業的特性。此外，在社會企業發展的過程中，若合作社保持原

地不動恐有被社會企業邊緣化之虞。因此，亟需確立藉由參與地方創生，

發展合作設的思維。 

 

(一)政府部門、營利組織與第三部門 

產業革命之後，資本與勞動為生產的主要生產投入。而資本無限累積

的特性，造成當今社會貧富差距惡化的現象。這也是以往社會學家、經濟

學家努力解決的問題。其中，合作社運動(movement)在政府組織(第一部門)、

營利組織(第二部門)之外，提出一項解答。合作社組織和非政府組織、非營

利組織、和社會企業等常被稱為第三部門組織(圖 1-1)。 

當經濟景氣時期，政府預算充足的情況下，可能隱藏政府效率之問題。

然而，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支出(government expenditure)快速增加，而稅

收(taxation)縮減情況下，政府財政赤字擴大，造成政府部門財政困境。此

時，可能必須仰賴其他部門、組織發揮功能，解決社會問題。例如第二部

門介入公共事務或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或是寄望第三部門組織提供社會公

益服務等。因此，聯合國也呼籲世界各國政府應該積極輔助合作社的發展，

以解決上述解決貧困問題和永續發展的目標(孫炳焱，2017)(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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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社會組織部門失靈與解決之道 

部門 職能 部門失靈之解決方案 

第一部門 

政府部門 

政府組織 

公共財 政府失靈之解決方案： 

1.新公共管理 

2.引入企業管理，政府再造運動 

第二部門 

企業部門 

營利組織 

私有財 市場失靈之解決方案： 

1.介入公共事務 

2.實施企業社會責任(CSR)、SGDs

等 

第三部門 

(The Third 

Sector)  

社會部門 

政府失靈或市場失靈

之解決方案 

設立：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 

設立：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 

引入營利事業，服務 

倡議：合作「運動(movement)」 

提倡：社會企業(Society Enterprises) 

提出：其他(第三條路*) 

註 1.英國工黨提出「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於 1997 年至 2007 年間取得政權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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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社與社會企業 

除了政府部門進行組織再造，引入企業精神，進行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另外，企業部門推動企業社會責任(CSR)，參與聯合國

(SDG)事業等，都是為了解決社會福利問題。 

此外，社會部門，或稱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對於政府部門無法

解決，或企業部門無意介入的事業，則被寄予厚望(鄭勝分，2007)。其中，

社會企業即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企業」。一般而言，除了非政府組織、非營

利組織之 外，合作社是為社會部門重要的機構。而社會企業則為晚近提出

以企業提供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的作法。 

有關合作社與社會企業的關聯，可以先討論合作社的目標談起。在

1844 年創立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的時候，因為經濟不公造成的社會問題，

所強調者為「公平」。相對地，工業革命的經濟發展目標為競爭「效率」；

故合作社理想究竟以社會目標還是經濟目標為主？一直是一項重要的議題。

因為，在經濟競爭的環境下，若過度重視社會目標，可能降低合作社的競

爭力；反之，若過度重視經濟目標，又恐逐漸偏離合作社的初衷。特別是

當營利組織採行企業社會責任，社會企業亦推動社會服務的環境下，究竟

抱持關懷社會或是經濟競爭力，應是持續關注的議題。 

 

    在提升合作社的競爭效率同時，勿忘合作社社會公平的初衷。 

 

國際勞工聯盟(ILO)在 2012 年發表「振興合作社宣言」，主張為了發展

均衡的社會，除了政府部門、企業部門之外，對於第三部門，如合作社、

非營利企業等社會經濟，政府也應積極整頓法規，營造利於合作社發展的

法規環境(孫炳焱，2007)。 

 

三、合作社的理想與實踐策略 

針對台灣合作社發展的挑戰與實務上層出不窮的困擾，本文擬從合作

社的發展理想，參酌 ICA 合作社發展政策白皮書，提出合作社發展的策略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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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除了探討合作社的理想與其對經濟、社會與環境的貢獻，分析

世界三百大合作社的發展，並盤點台灣合作社的現況。闡明合作社的核心

價值與擬定合作社的發展策略。期望在政府部門與營利部門為主的環境下，

發展合作社。其中，在地方創生政策下，透過政府資源，發展合作社。 

 

貳、與國際接軌：從世界主要合作社談台灣合作社發展 

自從 2019 年，COVID-19 爆發以來，世界產生巨大的變化。對於合作

社經營面臨的挑戰以及合作社的績效，需要蒐集統計資料，建立合作社績

效評估指標，以利及時掌握關鍵資訊，隨時因應環境變遷。同時，他山之

石，可以攻錯。對於國際知名合作社之經營祕訣，隨時掌握亦可作為參酌

之用。故本節介紹世界主要合作社及當前我國合作社統計資料，加以比較

分析，以利做為我國合作發展之參酌。 

 

一、世界三百大合作社 

ICA 藉由國際合作事業智庫(International Coop Entrepreneurship Think 

Tank, ICETT)執行年度的世界合作社調查，ICA 得以掌握世界合作社的進

展。特別是 COVID-19 爆發以後，此項工作更加重要。因為，維持大型合

作社資料庫，從經濟和社會面來看，可以提供合作運動能見度。同時，也

提供大型合作社質化與量化研究所需的資料(ICA, 2021)。 

(一)合作社分類-依業務 

合作社分類-依業務來看，以營業額為準。世界前三百大合作社中，保

險類家數 102 家，佔 34.0%。其次，農業與食品業(含漁業)共 98 家，佔

32.7%。再加上批發與零售類 55 家，佔 18.3%。此三類共有 255 家，佔 85%，

為世界三百大合作社主要類型(表 2-1)。 

2019 年，世界前三百大合作社營業額總計約 2.18 兆美元，約合新台幣

60.6 兆元(以美元對新台幣匯率 27.8 計算)。舉例來說，此一營業額約為中

華民國 2022 年預算之三十倍(註：2022 年 1 月 29 日立法院院會完成 1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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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三讀程序。審議結果，歲入增列約 83 億元，改列約 2 兆

534 億元；歲出減列約 256 億元，改列約 2 兆 1,359 億元)。 

表 2-1  主要合作社分類-營業額，2019 年 

類別 1 家數 比率 台灣合作社對應之類別 

保險 102 34.0% 保險 

農業與食品業(含漁業)  98 32.7% 農業生產 

批發與零售  55 18.3% 運銷、消費 

金融服務  28  9.3% 信用、儲蓄互助社 

工業和利用  10  3.3% 工業生產、供給利用 

教育、健康、社會工作   5  1.7%  

其他(含住宅)   2  0.7% 公用合作社、運輸合作社 

合計 300 100.0  

資料來源：ICA (2021), Exploring the Cooperative Economy, World Cooperative Monitor 

Report 2021, EURICSE. 

 

世界最大的農業合作社為日本之 Xen-Noh，2019 年營業額為 551.3 億

美元。其次，在工業和利用合作社類別，營業額最大者為西班牙之蒙特拉

貢合作社(Corporacion Mondragon)，2019 年營業額為 136.9 億美元。在批發

和零售合作社類別，前十名批發和零售合作社皆為歐洲國家，其中德國 2

家、法國 2 家、瑞士 2 家、義大利 2 家，以及英國、芬蘭各 1 家。顯見批

發和零售合作社在歐洲的淵源。其中，最大的德國之 REWE Group，2019

年營業額為 619.8 億美元。在保險合作社類別中，前十名保險合作社中，

日本 4 家、美國 3 家，以及德國、法國和荷蘭各 1 家。其中，最大的 Nippon 

Life，2019 年營業額為 524.8 億美元。反觀我國，保險合作社則僅有 1 家。 

(二)合作社分類–依社務 

    從社務來看，合作社社員組成的合作社可分為四大類。第一類為生產

者組成的合作社。主要著眼於生產活動的生產者的角色。例如小型農業合

作社、手工業合作社等，也有可能包括公司。第二類為工人組成的合作社。

社員對合作社提供工作或透過合作社得到工作。社員為個別工人，例如勞

動者合作社等。第三類為消費者或使用者組成的合作社。社員為商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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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消費者。金融服務合作社被歸類為消費者或使用者合作社，雖然實務

上，金融服務合作社也為生產者提供服務。最後，第四類為多重合作社，

社員成員包括以上各種成員。關鍵是任何一種類型的社員，都沒有透過理

監事會決議而取得主導地位(表 2-2)。 

 

表 2-2  合作社分類說明–社務 

類別 說明 

生產者合作社 從生產活動來看： 

由小型農業或手工藝社員組成生產者合作社。例如農業合

作社等。 

勞動者合作社 從勞動者欄看： 

個別工人做為勞工社員，同時勞動合作社為社員提供工作。 

消費者/利用者

合作社 

從消費者來看： 

社員深度介入做為消費者，或物品、服務的使用者。 

多重社員合作社 從多重社員組合來看： 

社員成員包括以上各種成員。關鍵是任何一種類型的社

員，都沒有透過理監事會決議而取得主導地位。 

資料來源：ILO(2018)。 

 

二、臺灣主要合作社 

(一)合作社分類-依業務 

    依據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統計年報，將臺灣的合作社含單位社 3,912

社和聯合社 49 社，共計 3,961 社(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2021)。其中，

依業務類型，包括信用、消費、生產、運銷、勞動、供給、利用、運輸、

公用、保險、綜合、合作農場和儲蓄互助社等，共十三類。 

    為與國際合作社比較，因此以世界主要合作社分類，重新整理。相關

類別對對照如下表(表 2-3)。表中，世界三百大之保險類家數佔 34.0%，而

我國則僅 1 家。此外，世界三百大之農業與食品類佔 32.7%，批發與零售

類佔 18.3%，金融服務類佔 9.3%；我國之農業與食品類、批發與零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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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類則分別佔 26.0%、48.25%和 9.06%。比較特別的是我國運輸合

作社、勞動合作社家數佔 15.80%。 

表 2-3  主要合作社分類-營業額，2019 年 

世界前三百大 家數 比率 臺灣合作社 家數 比率 

保險 102 34.0% 保險合作社    1  

     合計    1 0.00% 

農業與食品業(含漁業)  98 32.7% 農業生產合作社 833  

   合作農場 197  

     合計 1,030 26.00% 

批發與零售  55 18.3% 運銷合作社  415  

   消費合作社 1,496  

     合計 1,911 48.25% 

金融服務  28  9.3% 信用合作社(註 1)   24  

儲蓄互助社 335  

  合計 359  9.06% 

工業和利用  10  3.3% 工業生產合作社    10  

   供給合作社    12  

   利用合作社    12  

     合計    34  0.86% 

教育、健康、社會工作   5  1.7%    

其他(含住宅)   2  0.7% 公用合作社    20  

   綜合合作社    91  

   運輸合作社 115  

   勞動合作社   400  

     合計 626 15.80% 

合計 300 100.0 總計 3,961 100.00% 

註 1.信用合作社為家數，未列入分行、分支機構。儲蓄互助社為分社數。 

資料來源：ICA (2021), Exploring the Cooperative Economy, World Cooperative Monitor 

Report 2021, EURICSE.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2021)，合作社事業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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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聚焦核心價值 

    合作運動自 1844 年創立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與 1852 年建立最初的城

市信用合作社開始，至今近二百年。發展過程中，面對層出不窮的社會問

題，一再因應，各家學者提出的理念繁多，常常導致眾說紛紜的情況。因

此，此處以國際合作聯盟合作發展白皮書所採用的架構，合作五大支柱來

說明，以釐清合作運動之重要理想(ICA，2013)以及作為後續規劃合作發展

策略，實踐合作理想之依據(表 3-1)。 

 

表 3-1  合作五大支柱 

五大支柱 政策構想與 ICA 委員會 

1.社員參與 

Participation 

社員參與包括合作社業務利用和民主管理。 

社員參與是合作社與股東擁有的營利組織最大的差異。 

2.可持續性觀念 

Sustainability 

合作社為低碳生活做出重要貢獻。 

3.合作身分識別 

Identity 

合作社身分辨識為瞭解合作社自身，向非社員介紹合作社

委員會：Cooperative Identity Committee 

4.合作社法規架構 

Legal Framework 

建立合宜對待合作社論述的法律知識文獻資料庫 

5.合作社資本 

Capital 

在保證社員控制的同時，獲得可靠的合作社資本 

委員會：Blue Ribbon Commission on Co-operative Capital 

資料來源：ICA (2013), Blueprint for a Co-operative Decade, ICA. 

 

一、社員參與 

 

    合作社社員民主參與合作社是合作社與營利組織最大的差異。 
 

    合作社社員民主參與(participant)合作社是社員擁有的合作社與股東擁

有的營利組織最大的差異。一般企業由生產者生產商品與服務，並提供消

費者。而一般人對商品與服務的需求和對工作的需求等，彼此是分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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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先驅，在看到產業革命後的社會問題，他們建構一個透過合作社

的參與，將賺取收入的勞動，與生活所需的商品與服務結合。換言之，合

作社透過社員參與，社員可能為「生產者」也可能為「消費者」或是「提

供勞動(labor)的工人(workers)」。一般而言，合作社社員也不必然同時擁有

上述的角色。 

 

(一)合作社「社員參與」面臨的挑戰 

1. 網路盛行的宅男風 

網路盛行提供個人層面的生活模式，減少與人互動，公民參與的需

求。 

2. 網際網路工具盛行 

網際網路發達的社會，營利組織透過網路工具與 app，已經能夠緊密

地與消費者連結。換言之，營利組織更重視與消費者的互動。在實體

交通發達，批發零售據點多樣化，網際網路電子商務、行動裝置應用

軟體等，在在都可以使營利組織與消費者產生良好的互動。此舉削弱

了合作社社員參與的吸引力。 

(二)合作社對於社員參與的機會 

    然而，在過去金融危機顯現民眾對政府組織、營利組織未能滿足公民

的需求。人們反過來尋求對社區的歸屬感。由於網路社群的幫助，中產階

級能夠藉由網路連結，凝聚對公民議題的共識。這些議題，甚至可以透過

國際連結串聯而擴大影響力。 

    對於網路原生世代的年輕人而言，網路社群是自然的，也打破社群間

的各種連結。合作社勢必要把握這樣的變革的最後機會。否則，年輕人可

能尋求其他的替代方案，而一去不回頭。 

    新的網路科技，金融科技，或是再生能源、綠色技術等，皆是年輕人

關心的議題。合作社必須將年輕人視為未來的生力軍。提供合作教育、訓

練與資訊，與年輕人貼近社區、關懷社區。 

合作社應該加強網路科技與貼近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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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持續性的觀念 

 

    合作社為低碳生活做出重要貢獻。 

 

    以往，營利組織以財務指標為主，為少數投資股東的利益服務，追求

投資股東的利潤而罔顧環境的可持續性，重視短期的收益而忽略長期生存

的能力，已經造成環境和社會的可持續性問題。未來，這種經濟上的負外

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將被內部化(internalized)或是制止這樣的行為。世

界上，已經注意的資源可持續性的重要性，從跨領域、跨國界和跨世代的

視野，強調永續發展經濟的、社會的與環境的面向(表 3-2)。 

 

表 3-2  合作社發展經濟的、社會的和環境的可持續性目標 

 合作社 營利組織 

經濟 合作社追求社員的利益，不是

股東利益，而是「利益相關者

的價值」。有助於可持續性。 

 

追求社員需要和效用，可以避

免追求短期財務績效的問題。 

管理人員以少數股東利益為依歸； 

追求股東價值忽略公司長期發展潛

力。 

投資者擁有的公司易造成金融危機 

可能為了利潤降低產品和服務品

質。 

社會 為有需要的人提供社會服務 

提供社會服務 

例如：農業合作社在創造工作

機會，引入可持續性技術。 

產生的負外部性仰賴國家解決 

例如：銀行運作的風險 

環境 社員較無需追求投資報酬 

關心環境問題。 

實例：風力發電合作社 

追求短期利潤，造成負面環境外部

性 

 

    合作社可以提供消費者在不受剝削下獲得商品和服務。透過合作社，

同時考量短期與長期的成本和收益。這一點與一般注重短期利潤的營利組

織的差異表現在生產決策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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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因為社員同時具備擁有者和使用者的特性，因此，管理人員必

須考量社員共同的利益，將社員的需要和效用作為決策的目標。如此，比

較不會為了追求利潤而降低產品或服務的品質。 

    對於資本主義產生的負外部性，以往常常仰賴國家解決貧富不均的社

會問題。合作社常常也協助解決相關的社會問題。而合作社於 2020 年，將

可持續性的議題，納入合作社的發展目標。 

(一)合作社推展可持續性觀念的做法 

    為了爭取民眾的認同與支持，合作社在可持續性方面，可以蒐集資料、

創新會計與公眾宣傳來實踐理想。 

    合作社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提供的非市場商品的價值，

可持續性的利益，從非財務績效給予衡量，或貨幣化(Monetization)計入其

貢獻。並且對政策制定者、公眾特別是年輕人擴大宣傳。 

 

三、合作身分辨識 

 

    合作社身分辨識為瞭解合作社自身，向非社員介紹合作社。 
 

    社會制度除了政府部門、營利組織外，其他諸多組織，為了解決政府

失靈、市場失靈問題，而發展出來的組織如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合

作社、社會企業等，越來越多。除了說明政府失靈、市場失靈情況下，發

生的問題的確難以解決，也造成民眾混淆，「真合作社？假合作社」的問題。

此問題也常常造成合作社被誤解。因此，合作身分辨識成為一個重要的主

題。 

    政府失靈或市場失靈造成的「社會事務」或「道德事務」的問題，一

方面由營利組織以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來執行；另外，透過社會企業，或

所謂「道德公司」透過企業的方式來解決「社會事務」或「道德事務」的

問題。再加上一些冠上「合作社」名稱的「假合作社」，在在都使得「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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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在推動合作事務時的困擾。要辨識「真合作社？假合作社」或是上

述幾種組織，重要關鍵就是「合作社原則」。 

    但是，光是「合作社原則」本身並無法達到「合作社身分辨識」的目

標。「合作社身分辨識」的目標包括「確保合作社身分」以及「建立合作社

訊息」以及確保道德的經濟優勢和合作社的商業地位。換句話說，「合作社

身分辨識」就是合作社本身和其社員如何看待合作社自己。同時，透過教

育，提供合作社資訊等給予外部的非社員。 

    鑒於「企業社會責任」、「社會企業」、「員工所有權」等創新措施，使

得非社員對合作社認知的混淆。合作社更應加強合作社身分辨識。一般的

議題如「社員控制」的詳細定義。同時，透過現代科技網路社群與年輕人

溝通。「人際關係」是合作社的核心，則面對年輕人，形塑合作社身分，並

溝通訊息，是為合作社永續經營的關鍵。 

 

四、合作社法規架構 

 

    建立合宜對待合作社論述的法律知識文獻資料庫 

 

    一般而言，現代有關金融、監管與法律等，多是設定為追求股東利潤

導向的營利組織所建立，在某些方面不適用於合作社。有些國家的合作社

法，亦可能是在營利組織思維下所建立的。這些法律，從營利組織的角度，

容易遵循。然而，當合作社試圖遵循時，有可能失去合作社的特色與獨特

性。另一種論點甚至認為合作社亦是營利組織企業的一種特定形式。在這

些前提下建立的法律，往往造成合作社發展的限制。 

    立法以提供合作社適當的發展環境也是 ICA 致力推動的。ICA 與歐盟

推動合作社發展夥伴關係(ICA-EU Partnership on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針對世界各國合作社法，一一審視，以提出評估報告和建議事項，以增進

各國對合作社的認知和支持。這個法律架構計畫的成果，完成分析多個國

家的合作設法(註：相關研究告可以參見 https://www.coops4dev.co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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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採取合作社的思維，來討論架構，或可找出有助於合作社發展的

法律規定。常見的誤解是合作社要求補貼、優惠或特殊待遇。其實，一個

有競爭力的合作社，不見得需要依賴政府的補助。重點是從合作社的價值

與原則，探討法律的規定，找出適宜的解釋。 

 

    即使是合作社法也很難適用眾多不同樣式的合作社。 
 

    常見的法律困難，包括聯合行為的競爭法、反壟斷法；一般稅法，以

及合作社定位所適用的法則，例如是否適用非營利組織等。相關的研究可

能因為產業規模或是傳統上以營利組織思維建立的法律架構而不普遍。然

而，至少從重大影響合作社發展的項目，尋求相關法律、財稅、會計專業

的研究，應是有利合作社發展的事務。 

 

五、合作社資本 

 

    在保證社員控制的同時，獲得可靠的合作社資本 

 

(一)傳統的合作社資本的來源 

    合作社資本是敏感的議題。沒有資本，組織就無法運作；缺乏資本，

組織就難以成長。以往，合作社資本常常仰賴股本和公積的累積，成長緩

慢，難以承擔競爭環境變遷的風險。而新創合作社僅憑社員股金，更添增

合作社營運的困難。雖然合作社可能透過貸款獲得營運資本，但是對於長

期業務的資本，應該尋求穩定的承擔風險或吸收損失的低成本資本。可是，

合作社卻是難以籌得合作社資本。 

    首先，對於營利組織而言，投資人投資營利組織並獲得股息或企業價

值的增加。股東按照股權比例分得股息。透過股市，上市櫃的企業在資本

市場可以順利取得資本。 

    相對地，合作社社員退社時卻只能無息退回股金。而投資的資本根據

1966 年合作原則第 3 條限制股息的精神，所得有限。而合作社盈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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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依據交易金額分配。換言之，合作社資本相對缺乏吸引力，造成合作

社營運資本的困難。然而，面對外在的競爭環境，有時候需要資金來發展

項目或是應對營運淡季的低潮，或是仿效儲蓄互助社的功能調節長短期財

務資本，合作社資本成為重要的議題(表 3-3)。 

 

表 3-3  傳統的合作社資本的來源 

來源 資本類別 特性 

社員 股金 社員退出時，合作社退還股金 

非社員 合作社外部資本 資本買賣由第三方市場撮合。 

合作社資本的報酬率有限且受規範。 

註 1.必須維持合作社由社員控制的原則。 

註 2.必須維持合作社的身分。 

 

(二)合作社資本的創新契機 

    一般資本來說，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社區資本被鼓勵儲蓄，然後轉

移到其他地區，或其他產業。一般資本尋求更高的報酬率。因此，將存款

存到銀行的小額存款者卻很難從銀行借到錢。相同的，這些資本也不容易

支援合作社。既然如此，那麼報酬受限的一般資本，如何進入合作，成為

合作社資本？ 

價值觀的改變 

    傳統上，人們尋求投資資本尋求最佳報酬，例如營利組織追求利潤。

而比爾蓋茲(William Henry Gates)等富豪選擇將他們的財產捐贈給慈善機構

等非營利組織。2008 年金融海嘯後人們開始尋求利潤報酬以外的目標。合

作社可以尋求此類資本的挹注，資本的挹注可以幫助合作社，(1)為合作社

的業務提供穩定的基礎；(2)提供資本替代的選項；和(3)不影響合作社運作

理想(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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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永續投資基金為例，自 2014 年起，全球 ESG 基金管理資產持續增

加；且 ESG 股票指數績效相較傳統股票指數亦不遜色。另外，歐洲亦有道

德存款銀行提出專案存款的概念，即存款者有可能願意將其資本用以支持

社會公益有關的道德項目(李姿瑜、黃怡婷、蔡建雄，2021)。 

    此外，在美國發展出新世代農業合作社，採取資本密集的精神，拓展

農產品加工，提高附加價值，留在農業部門，也促進合作社資本的發展。 

 

表 3-4  合作社資本的來源 

來源 做法 

吸引外部資本 (1)為合作社的業務提供穩定的基礎； 

(2)提供資本替代的選項；和 

(3)不影響合作社運作理想。 

現有合作社社員 (1)提出社員提供資本的方案； 

(2)導入不同的資本與金融工具 

(3)開發現代的金融工具以滿足合作社和合作基金。 

(4)建立衡量成長和績效的合作社指標。 

(5)建立符合合作社特性的會計標準。 

 

肆、實踐：合作社發展策略 

一、地方創生與合作社 

    從理論到實踐，可以從知識體系的建立來看。包括(1)研究發展，理

論的創新與累積；(2)教育訓練，實證的應用與(3)知識的推廣等。以「地

方創生」為例，鑒於台灣城鄉發展呈現(1)總人口減少；(2)人口過度集中

都會區和(3)人口減少縣市遠大於增加縣市等問題，政府為了(1)推動人口

均衡發展和(2)穩定人口，確保包容性成長。擬定了(1)優化地方產業，鞏

固就業機會；(2)建設城鄉都市，點亮城鎮偏鄉；和(3)推動品牌台灣，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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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際聯結等策略。在執行上，推動(1)企業投資故鄉；(2)科技導入；(3)

整合部會創生資源；(4)社會參與創生和(5)品牌建立等活動，以期能夠減

緩城鄉差距的問題(表 4-1)。 

 

表 4-1  地方創生的政策目標與策略 

項目 說明 備註 

問題 總人口減少 

人口過度集中都會區 

人口減少縣市遠大於增加縣市 

 

願景 

目標 

推動人口均衡發展 

穩定人口，確保包容性成長 

 

策略 優化地方產業，鞏固就業機會 

建設城鄉都市，點亮城鎮偏鄉 

推動品牌台灣，擴大國際聯結 

企業投資故鄉 

科技導入 

整合部會創生資源 

社會參與創生 

品牌建立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 

 

    由國家發展為員會主導的地方創生，因為列為國家重要政策，不僅預

算經費充足，且各部會整合協調運作良好。其政策目標，透過建立績效指

標，評估政策績效與執行進程。合作社因為業務多樣，除了內政部之外，

尚有許多中央業務主管部會，常常為相關業務，設法釐清權責。若以地方

創生的執行經驗，未來尚有許多可以借鏡之處(表 4-2)。 

 

二、理論：智庫與委員會 

    從地方創生來看，目前列為政府減緩人口過度集中都會區的政策目標，

獲得經費支持。合作社為社會科學，經歷社會總體經濟環境的變遷，外在

環境改變勢必隨時調整，與時俱進的策略。換言之，因應外在環境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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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亦應隨時檢討因應。前人學者抱持社會價值、人文理想的合作理念，

固然應該謹守，但亦應該隨時研究創新理論，面對新的環境，新的困難，

提出理論的論述，才能有效與政府、社會部門溝通，提升合作社競爭力，

達成合作社理想。因此，為了實踐合作社的理想，必須建立與維護合作社

理論知識庫，針對各項議題，研究發展以為合作界實踐之參酌。 

(一)建立合作社知識體系 

    從理論到實踐，可以從知識體系的建立來看。包括(1)研究發展，理論

的創新與累積；(2)教育訓練，實證的應用與(3)知識的推廣等。除了合作社

先知提倡的合作社理想之外，作為社會科學，亦從相關學科引入管理等知

識。則將學科轉化為合作理論，研究創新的主題，可以參酌表 3-1，合作五

大支柱，聚焦核心價值。根據現行經濟面、社會面、環境面永續觀念，作

為合作社發展的理想與實踐的藍本(表 4-2)。 

 

表 4-2  合作理想與實踐 

 理想：五大支柱 實踐：策略計畫 

經濟 4.合作法規架構 

5.合作資本 

2.追求合作成長 

3.鼓勵社間合作 

社會 1.社員參與(註 1) 

3.合作身分識別 

1.合作社身分辨識 

環境 2.可持續性觀念 4.參與永續發展 

註 1：雖然嘗試以經濟、社會、環境來說明，但是相關理想與實踐策略可能介於多種構

面。例如社員參與可能有經濟參與和社會參與等。 

資料來源：ICA (2013), Blueprint for a Co-operative Decade, ICA. 

 

    在經濟面，增強「法律架構」和「合作社資本」可以提升創新合作社的

能力；在策略計畫，強調「追求合作成長」與「鼓勵社間合作」。特別是透

過 ICA 而進行國際間頂級合作社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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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面，「社員參與」和「合作身分識別」可以在維護合作本質的前

提下，強化「社員參與」。在策略計畫(1)，特別針對「合作社身分識別」擬

定執行策略。 

    在環境面，在合作社引入可持續性觀念，對於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

展目標做出貢獻。在策略計畫(4)，以「參與永續發展目標」擬定執行策略。

以下從經濟面、社會面和環境面，依序說明策略計畫中，(一)宣揚合作識別

(promotion of the cooperative identity)、(二)追求合作成長(growth of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三)鼓勵社間合作(cooperation among cooperatives)

和(四)參與永續發展(contribution to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等項目。 

 

(二)成立智庫與委員會 

    每年「台灣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籌備委員會會從合作社實務面臨的

重大議題，邀請學者專家針對問題，研討解決建議方案，從歷年研討主題，

相信對於合作社發展面臨的問題，可以得到一些內容。 

    一般產值較大的產業，可能吸引較多學者研究，而合作社則可由政府

部門、聯合社、學社等，臚列合作社理想、核心價值、五大支柱等，建立

智庫、研究委員會，透過期刊發行，建立合作社理論文獻資料庫，以供合

作社人士參酌。ICA 為推動合作社身分辨識與強調合作社資本，即分別邀

請合作學者，成立「合作社身分辨識委員會(Cooperative Identity Committee)」

和「合作社資本藍帶委員會 (Blue Ribbon Commission on Co-operative 

Capital)」等，藉此加強合作社學者投入合作社相關議題的研究，強化了合

作社理論的研究與發展。 

 

個案：合作社研究中心 

    在大學設立合作社研究中心，也是一個選項。當前受限於研究中心經

費來源，當前或許面臨困難。惟為保持思維的完整性，仍然介紹一二個案，

以待未來回顧。除了威斯康辛大學之外，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食品、農業

和環境科學學院合作社中心(Center for Cooperatives, The College of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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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OSU, CFAES)，合作社中心使命為

透過教學、研究和技術推廣來支持以研究為基礎的合作社知識的傳播。中

心會對合作社理監事培訓和會員教育，舉辦合作社教育研討會等。同時，

以合作社商業模式和合作社等進行學術研究，發行刊物等。 

 

三、實踐：策略計畫與實施事務 

 

    策略計畫是聯結理想、目標、理論與事務的橋樑。 

 

    本節說明實踐理想的策略。孫子兵法有云：『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

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說：「出兵作戰之前，在宗廟

舉行儀式，商討作戰計畫，戰略部署，勝率高。」，此外，「上等的軍事行

動是利用謀略戰勝對手；其次是利用外交折衝勝過對方；至於攻打城池就

是下下策了！」如此，在在說明策略的重要。而訂定策略之後，尚需要策

略計劃的訂定與執行，以實踐理想。 

    策略的重要性，是成敗的關鍵。舉例來說，擬定正確的策略，是「做

對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s.)」容易達成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如果策略

錯誤，即使執行力再高，也可能事倍功半，僅僅是「把事情做對(Do the thing 

right)」比較費力。 

    張忠謀在討論其半導體代工產業的策略時，亦提到「大策略」、「小策

略」和「更小的策略」。此處所謂「大策略」應即一般所謂「策略、戰略」；

而「小策略」則是「戰術，實踐戰略的策略計畫」；而「」則是辦理一般管

理事務。 

    他認為「大策略」要靠領導人的洞見，重視未來。領導人應該花時間

來思考未來。一開始，台積電要做專業代工，是一個冒險，雖然歷經仔細

評估。產業背景是晶圓代工需要龐大的資本，而美國有許多缺乏資金 IC 設

計公司，即是潛在客戶。「小策略」則是評估競爭對手而擬定。當初，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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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對手是日本，以代工為副業，且有自己的品牌，與客戶又有競爭者

的角色。因此，台積電選定「專業代工」的角色，不與客戶競爭。 

    「大策略」正確，也要「小策略」的執行力，引導執行「更小的策略」

才能提高成功率。 

 

表 4-3  策略計劃 

策略層級 個案：台積電 合作社 

戰略：理想與目標 大策略 理想：經濟、社會、環境 

政府、大學、聯合社 

戰術：競爭策略 小策略 

1.不和客戶競爭 

2.配合客戶需求 

實踐：策略計畫 

政府、大學、聯合社、合作

社 

戰鬥：管理技術 更小的策略 

達成小策略的要求 

管理技術(一般) 

聯合社、合作社、社員 

資料來源：湯明哲(2003)，策略精論，天下文化。 

楊艾俐(1997)，「大策略看市場，小策略看對手」，天下雜誌，第 190 期。 

 

    以人為本：合作理想與實踐 

 

    上述論及合作的經濟面、社會面、環境面的理想。至於如何實踐，在一

般合作管理事務之上，尚需建構一個策略計畫。以下分別依(一)宣揚合作識

別；(二)追求合作成長；；(三)鼓勵社間合作與(四)參與永續發展來說明之。 

(一)宣揚合作識別 

目標：促進與保護合作價值與合作原則 

    合作社身分確保合作社變質或「假合作社」的問題，這是推動合作社

最根本的問題。為了宣揚合作社理念，必須向政府部門、立法委員、監管

機構；利益相關的合作社員和一般社會大眾，特別是媒體、青年宣揚「合

作社身分識別」，說明合作社解決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的理想與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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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合作社身分識別相關戰術策略 

合作社身分識別 戰術策略 

1.合作社身分識別聲明 文件：合作社指導原則 

2.促進與保護合作社身分的監理 將合作社身份 

3.合作社形象與品牌化  

4.促進合作教育  

5.國際接軌  

6.推動合作身份認證  

 

(二)追求合作成長 

目標：在民主合作的原則下，推動世界合作運動(cooperative movement) 

    合作的成長必須以滿足社員的需求為依歸，而不僅是數量的增加。同

時，針對新興產品、服務和市場，引進創新創業的能力，以創新科技服務

社員。 

 

表 4-5  追求合作成長相關戰術策略 

追求合作成長 戰術策略 

1.促進合作社社員成長與參與 深化青年參與 

2.強化合作社的經濟參與 金融科技 

3.深化合作社間的協調 合作社間之溝通 

合作社資本 

4.國際接軌 促進性別平等 

5.促進合作教育  

 

個案：金融科技與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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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亞電信商 2007 年起提供 M-Pesa 行動貨幣，不僅做為貨幣工具，

亦提升跨時消費與勞動力之配置效率。營利組織已經積極進入金融科技

的範疇，而合作社亟待思考展開科技布局。有一擔憂是參與合作社的長

者對於智慧型手機陌生的障礙。然而，有一些青銀共創的實例，已經克

服這樣的憂慮。就成本來看智慧型手機最便宜者約新台幣 2,990 元，若

配合地方無線數據基礎建設，即可開始運作，此亦為吸引年輕人參與合

作社的重大關鍵。而監理機關的憂慮，則有待找出解決的方法(池祥麟，

2018)。 

 

個案：VME 合作社 

    位於英國的 VME 合作社，主要產品是為提供為消費合作社量身訂

做的消費合作社銷售點(Electronic Point of Sale, EPOS)軟體。VME 合作

社由 36 名社員組成，主要顧客是 71 家英國雜貨合作社 (grocery 

cooperatives)。VME 的競爭力來自其為合作社，專為合作社開發商業軟

體，符合合作社的需求。 

註：VME 網址：https://vme.coop/ 

 

個案：英國合作社集團：追求成長的代價 

    1863 年成立的英國批發合作社聯合社 (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 CWS)和 1933 年成立的零售合作社(Co-operative Retail Service, 

CRS)於 2000 年在政策支持下，合併成為英國合作社集團(Co-operative 

Group, CG)。其後，GC 陸續合併大型消費合作社，於 2014 年營業額達

新台幣 6,000 億元，社員人數超過 840 萬人。然而，盲目地合併也導致

虧損和理監事會改組。 

    對於 CG 失敗的原因，1.認為經營團隊經營能力不足；2.理事會、社員代

表縱容；3.疏離合作原則等。通常，以人為本的合作社，在擴大規模之後，合

作社與社員的連結，可能造成疏離，朝向「合作社公司化；社員顧客化」，失

去合作社的理想(孫炳焱，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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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勵社間合作 

目標：促進合作社之間的經濟和互利關係的發展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的雄心。除了「以人為本」的精神外，透過相同

理念的合作社，增加資源，提高合作社認同感，透過社間合作達到追求合

作社成長的目標。 

 

表 4-6  鼓勵社間合作相關戰術策略 

鼓勵社間合作 戰術策略 

1.交流知識 建立合作社平台 

建立合作社知識資料庫(註 1)、(註 2) 

建立資訊論壇 

2.強化聯合社的共同行動 透過聯合社 

3.鼓勵新設合作社 透過聯合社 

註 1：國際合作創業智庫(ICETT)。http://www.icett.org/ 

註 2：World Cooperative Monitor。https://monitor.coop/en 

 

(四)參與永續發展 

目標：促進可持續的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發展。 

    根據聯合國之 17 個全球可持續性發展指標，衡量合作社對全球環境的貢獻。

同時，亦達成合作社關注社區的原則。 

 

表 4-7  參與永續發展的相關戰術策略 

參與永續發展 戰術策略 

1.參與可持續發展目標 執行 SDGs 指標 

完成 SDGs 貢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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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從 1993 年米和葡萄的共同購買開始，主婦聯盟以「綠色消費共同購

買」為核心價值。一直以來，主婦聯盟透過消費，影響生產者，達到綠

色主張，關注環保議題的理想。 

    但是，這些理想而抽象的概念，共同的主張是甚麼？在推動的當下

以及後來審視是甚麼？通過關鍵 20+的計畫，討論出二十個代表主婦聯

盟綠主張的關鍵詞。這些關鍵詞，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不謀而合，相

信更是為未來推動永續發展目標，點出一個發展的里程碑。也為合作社

參與永續發展提出實證經驗(表 4-8)(主婦聯盟，2021)。 

表 4-8  主婦聯盟關鍵 20 與 SGDs 

序 關鍵 / 

SDG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共同購

買 

    V     V V V      4 

2 生活者    V V       V      3 

3 生產者    V V       V  V V   5 

4 生活材     V     V  V      3 

5 綠主張      V      V V V V   5 

6 合作社   V V V       V    V  5 

7 主婦聯

盟 

           V      1 

8 生活消

費 

    V     V  V      3 

9 共同需

求 

  V  V      V   V V   5 

10 計畫消

費與生

產 

           V      1 

11 年費   V V V      V       4 

12 利用   V        V V      3 

13 社員教

育 

          V V     V 3 

14 組織部          V V      V 3 

15 地區營

運 

  V        V     V  3 

16 定價原

則 

               V  1 

17 減硝酸

鹽 

           V   V   2 

18 結餘   V         V     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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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不以營

利為目

的 

           V     V 2 

20 公益金           V V    V V 4 

  0 0 6 4 8 1 0 0 0 4 8 15 1 3 4 4 5 63 

註：第一列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次序。 

資料來源：主婦聯盟(2021)，關鍵 20專刊，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人類之所以具備成長的力量，在於知識的創造、累積與傳承。在人類

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遭遇到各種社會問題，而解決問題的過

程，即是社會科學的範疇。產業革命提升的生產力，引發的經濟的、社會

的與環境的問題，也促使人類必須面對。在發展的進程中，沒有固定一成

不變的解答，唯有在現代知識體系中，與時俱進，動態地因應與推動合作

社理念。 

 

    與時俱進：經濟的、社會的、環境的永續內涵 
 

    為了解決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造成社會的與環境的問題，在政府部門與

營利部門之外，第三部門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合作社、社會企業

等試圖解決相關的問題。社會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變遷，因此，合作

社也要與時俱進，隨時更新、參與，關注經濟的、社會的、環境的永續內

涵。 

 

二、建議：與國際接軌，聚焦核心價值 

    在全球化的潮流下，不必再故步自封。知識的交流與分享至為重要。

或許，我們不必對國際的作法全盤接受，但至少可以瞭解國際的發展。因

此，建議多多參與國際組織，交流合作社發展理念。 

與國際接軌，聚焦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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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知識體系的建立，透過網路、社群變動快速，無遠弗屆。隨時與

國際接軌，引入創新知識，聚焦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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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永續生活合作社的服務創新 

 

林福仁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兼清華學院執行副院長及 

區域創新中心主任 

 

摘要 

本論文植基於服務科學的服務系統觀和價值共創論的理論基礎，以永

續發展為目標，城鄉生活為範疇，探索合作經濟的商業模式。經由合作社

的倡議和營運，結合科技創新服務，以達成城鄉的生活服務系統的永續發

展。本研究透過科技部人社計畫支持的智慧城鄉創生計畫，進入新竹縣尖

石、橫山、芎林的鄉村場域，以區域的能力和活力的建構為目標來活化服

務生態系統，俾能與城市共創永續發展的價值。以行動設計研究的方法和

步驟推動鄉村行動者的資源整合以合作經濟來厚植資源密度與都市價值

進行交換和共創。在兩個時期的演進過程中，目前以倡議成立「城鄉永續

生活合作社」作為城鄉價值共創共好的營運模式，並發展點對點網絡的智

慧代理人資訊平台來輔助社員供需關係網絡的發展以增進服務生態系統

活力，以期達成城鄉永續生活目標。 

關鍵詞：服務科學、合作社、永續發展、社區貨幣、智慧代理人 

 

壹、背景與動機 

一、現代工商社會的生活常態 

在城市的生活系統上，以台灣為例，在電子商務的資訊流、金流、物

流整合下，成為便利生活的日常。隨著城市的擴張，接鄰城市的鄉村的生

活型態也逐漸向都會看齊。於是，在台灣，不管到哪一個城鎮，社區居民、

來訪遊客的生活所需，大幅度地被廣佈的超商和超市所提供的服務所滿

足。居民和遊客漸漸成為被動選擇和接受的「消費者」。曾經以在地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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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食衣住行育樂滿足的生活型態，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產業型態從

二戰後的以進口替代的產業到出口導向的全球供應鏈的一員，產業技術內

涵從過去技術移轉到目前高科技自主研發的國際競爭力。加上交通建設所

帶來的移動便利，人口逐漸向都會集中，都會周邊的鄉鎮與農村成為都會

的假日休閒的空間。同時也將都會所發展的連鎖零售帶到原來具有在地生

活脈絡和經濟互助的鄉鎮與農村，成為台灣目前的城鄉生活面貌。 

順著來自都會人口到鄉村旅遊的人潮，政府的鄉鎮建設從老街商圈的

商業服務來迎接消費人潮。然而，在地人才與資金，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年

代大都已經離開在地經濟活動。迎接外地遊客所形成的商圈，往往是外地

商家移地擺攤所形成的老街商圈，缺乏在地特色生產和服務體驗。政府在

2019 年開始推動的「地方創生」運動，首要之務，就是如何培力在地或返

鄉青年創新創業能力，發展鄉鎮在地特色生產與服務體驗，藉由提升在地

經濟自主厚實在地資源密度，與來自都會的行動者發展價值共創的合作關

係。 

以社會共好出發的創業模式，「社會企業」成為在以營利為目的的公

司組織運作上的新選擇。社會企業以「公司」立案和營運，有資本主義社

會熟悉的組織架構和治理模式，在資金運用，股東組成，勞資關係容易獲

得普遍大眾的理解。在盈餘分配上，號稱社會企業的公司，股東會將一部

分利潤分配作為所關注的社會議題的解決上，達到其社會企業的責任。在

地方創生的三位一體目標：生計、生活、生態，社會企業的創業和營運模

式，成為目前台灣地方創生最普遍的企業模式。然而，從微小薄弱的鄉鎮

生活的事業體而言，能成為具有競爭力的社會企業，其資本組成和盈餘分

配仍落在外地或返鄉資本家的控制，對於在地經濟自主的永續發展仍有待

持續關注與尋求可行的治理和營運模式。 

 

二、疫情下的反思 

當政府對台灣地方創生需求的覺察以及師法日本地方創生的精神與

作法，2019 年以國發會作為中央政府推動地方創生的主責單位，採取積極

的跨部會資源整合回應來自各鄉鎮的地方創生需求。然而，很快地在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台灣雖然防疫政策和措施得當，沒有如其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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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立即造成很大的生命和經濟損失，但仍感受到疫情所造成的社會安全以

及人際互動的衝擊。尤其在 2021 年 5～7 月期間，在台灣還沒有疫苗接種

的社會氛圍下，疫情升高時，許多人隔離在家工作，孩子不能上學，出外

旅遊住宿風險高，整個生活常態嚴重受到影響。此時，人們感受到所居住

的社區以及鄰近的資源的提供是生活安全的保障。台灣過去社區總體營造

的成果，就在此時接受疫情的驗收與挑戰。社區成為生命共同體的單元，

舉凡防疫措施的落實、生活所需的調適、緊急事件的互助等，展現社區營

造對永續生活的關鍵。 

在台灣，承平歲月所演化生活服務系統，在疫情期間受到了極大的衝

擊。例如，餐飲服務業是都會居民和工作者外食的依賴，然而，疫情下原

有的店內服務模式不再，如何改變服務提供方式，例如外送，訂餐、取餐，

以及所連結的食材供應鏈等，顯露餐飲店家的應變和適應能力的關鍵時

刻。又如，社區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常態，在疫情下，受到的衝擊

絕不亞於以產業發展和國際貿易為觀點的經濟指標。韌性成為企業追求營

運效能和利潤之上生存發展的要件；同時，「社會韌性」成為社區營造和

地方創生的必要條件。具備與強化社會韌性的條件，成為永續發展和社會

創新的基礎，是疫情衝擊下，人類的集體反思，也是疫情後，檢視人類社

會生活和工作所形成的服務生態系統的永續性的指標之一。值得我們思考

和規劃以社會韌性為取向的服務系統來引領人類永續發展。 

 

三、生活中實現永續發展的機會和挑戰 

人類永續發展的危機意識，在 2015 年由聯合國 195 會員國通過的「巴

黎協定」具體浮現，落實在 1995 年各國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

約」（UNFCCC，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對於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的地球極端氣候的問題，提供了積極

的行動綱領。同時聯合國提出永續發展 17 項目標（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作為國家、企業、組織、個人面對人類永續發展議題

的跨領域問題解決的標的。在 2022 年於英國舉行的 COP26 （聯合國氣

候變遷綱要公約第 26 次締約方會議），由於美國重訪巴黎協定後，積極

參與全球氣候行動，讓 COP26 所力促的減碳和各國財政支持全球氣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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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張，獲得更大的國際重視，各國紛紛承諾 2050 前的碳中和的氣候行

動目標。台灣也在 2021 年的地球日由蔡總統公開宣示加入全球 2050 碳中

和的氣候行動。2022 年由國發會提出「台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國發會

1），以四大轉型（能源、產業、生活、社會）和兩大治理基礎（科技研發

和氣候法制）為綱領，輔以 12 項關鍵策略促進能源、產業、生活轉型，

如期達成 2050 淨零排放的目標。 

在人類邁向 2050 淨零排放的永續發展路徑上，面對極端氣候的動態

風險，加上不可預知如黑天鵝般的人為或自然的危害，如從 2020 年以來

的全球新冠肺炎感染所造成的社會、經濟的衝擊，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已經從過去科學家的呼籲、國家領袖的治理承諾、NGOs 的全球倡議，到

生活中的各面向的覺知和需要採取行動的迫切性。例如，以大學生態系統

為例，SDGs 的目標的實踐，成為倫敦泰晤士報大學影響力（THE Impact）

的評比指標，來引導大學的研究、教學、社會服務等將永續發展目標融入

和實踐。在企業的生態系統，ESG（Environment, Society, and Governance）

成為企業對於利害關係者必要的揭露項目，更成為永續投資的重要依據。

在生活上落實永續於食衣住行育樂等面向，除了國家永續發展政策導引的

基礎建設為基礎，企業經濟活動的節能減碳的運作之外，消費者（生活者）

的價值取向和公民行為的能動性更是關鍵。如何從被動的消費者，轉變成

為主動的永續生活行動者，走在全球的永續行動道路上，是成為善盡地球

公民責任的機會也是挑戰。 

 

四、研究問題與發展歷程 

基於台灣城鄉永續發展的目標，回應聯合國 SDGs 的第 11 項永續的

城市和社區，台灣永續發展目標的核心目標 11；「建構具包容、安全、韌

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和鄉村」成為城鄉生活行動者的永續發展目標（國發

會2）。本研究目的，旨在探索城鄉價值共創的機會，創新發展城鄉永續生

活的服務系統，促成永續城市與鄉村的目標。本研究植基於服務科學的理

                                                 
1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FD76ECBAE77D9811&upn=5CE3D7B70507FB38 

 
2 https://ncsd.ndc.gov.tw/Fore/SDG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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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和方法，以城市、鄉村的生活者為服務生態系統的行動者（actor），從

行動者網路的資源整合和價值共創出發，探討可行的合作模式。研究的結

果提出「城鄉永續生活合作社」的合作經濟模式，賦能行動者永續出發的

需求和滿足的服務創新，並結合資訊科技促進價值共創與流通的效能，抗

衡連鎖零售整合物流、資訊流、金流的商業效率對於城鄉永續生活的衝

擊，引領城鄉居民共同發展永續生活新常態（routine）。 

 

貳、文獻探討 

一、服務科學 

「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是一個跨領域整合的新興學術領域。

是 IBM3（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在 2015 年所提出的服務科學工

程和管理（Service Scienc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的新學科領域，

逐漸形成以服務科學為上位概念名詞。服務科學涵蓋與整合來自管理、工

程、設計等領域的理論和方法，面對科技發展和制度創新的跨領域整合時

代，發展價值創造的新理論和實務，以促進人類美好生活為依歸。這樣的

價值取向的學術領域，自然地迎向永續發展目標的議題進行學術研究、人

才培養和產業與社會的連結和合作4。台灣在 2008 年，以國立清華大學設

立的「服務科學研究所」5作為台灣學術界正式將服務科學納入學術領域的

起點。2011 年成立的「台灣服務科學學會」6成為台灣服務科學學術領域

社群網絡。十餘年來的服務科學發展，除了培養具有跨領域的服務科學和

創新的碩士班畢業生外，清大的服務科學研究所延攬國際學者擔任教職，

並招收國際博士班學生，培養能將服務科學學術領域拓展到其他國家的高

教師資，成為國際服務科學社群的積極貢獻者。 

服務科學以「服務主導邏輯」（Service Dominant Logic）為服務科學

理論基礎7，以服務系統觀和價值共創論來描述、分析、發展服務生態系統。

                                                 
3 https://www.ibm.com/ibm/history/ibm100/us/en/icons/servicescience/ 
4 https://www.futurelearn.com/courses/service-science-and-sustainability 
5 https://www.iss.nthu.edu.tw/ 
6 https://www.s3tw.org.tw/ 
7 https://www.s3tw.org.tw/OnePage_List.aspx?tid=1134&id=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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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城市和鄉村為一個生活的服務生態系統為例，服務主導邏輯將城

鄉居民視為「行動者」，每一個行動者均擁有其「資源」，行動者的需求

滿足從經濟活動而言就是提供與獲得的價值交換活動。價值的交換，不一

定只是商業的交易行為，也可以是無償的互助行為。不一定只是商業組織

的商業交易模式，也可以是個人、家庭、群體的價值交換行為。這個價值、

交換模式的多元性，正是社會韌性的內涵也是元素；如此，人們面對原來

的生活路徑，因為內外在變動的衝擊時，才能將其所擁有的資源作為達成

生存發展需求的價值共創的元素。以城鄉生活者為行動者，也是資源整合

者的觀點出發，城鄉生活的永續發展路徑上，城鄉生活者在服務主導邏輯

下，其思維和行動，服務科學提供了極為適切和精準的理論、方法來引領

發展方向和行動準則。 

 

二、合作經濟與合作社 

以行動者資源運用的自主性、服務系統的價值共創的前提作為價值創

造的治理機制，呼應了「合作經濟」的價值主張8。合作經濟是資本主義下

尊重私有財產和市場機制，但不同於以資本家掌握了治理和利潤分配，以

競爭為手段的制度，合作經濟強調勞動者參與治理，並以勞動付出多寡作

為利潤分配的主要考量，同時也必須負擔經營成本與風險。合作經濟在學

術上的概念又可以稱為「社會經濟」。在歐盟的法律框架和政策推廣上，

將「合作社」與互助組織、協會、基金會等組織形式列入社會經濟企業的

範疇。 

合作社起源於歐洲，在面對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中，資本家對於勞動者

權益剝削的結果，成為工會組織的肇始；同時，勞動者彼此在生活上的互

助需求，開啟了消費合作社的組織，如在 1844 年成立的英國羅虛戴爾公

平先鋒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即是勞工組成的合作組

織來共謀集體購買以降低生活成本的經濟互助組織。從 1844 年的羅虛戴

爾原則，透過國際合作聯盟（ICA）的國際倡議，各國合作社共同遵循 1995

                                                 
8 https://www.seinsights.asia/news/131/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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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訂定的七大原則9，成為各類型合作社的共同規範，也標示了合作社運

作的民主經濟原則和具備法人身分、社員互助互惠的企業組織。 

 

三、科技致能的永續導向的服務創新 

21 世紀的人類社會，高度的工業化國家所創造的生活品質往往依賴高

度能源使用，如製造、交通、家居和辦公，也耗損了地球的物質，促成了

當今溫室氣體排放導致的極端氣候，影響了人類的永續發展。同時依循專

業分工的知識學習與職能運用，加上科技研發和採用，創造了更有效能的

商業交易環境，也帶動了以 GDP 為基準的全球經濟現況。然而，在經濟

榮景的背後，是人類對於選擇的背後的永續發展代價的忽視，因為服務或

商品提供方的資訊科技運用，便利於消費者的需求滿足，反而在消費端相

對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造成了徒有 GDP 的成長數字下，人類遠離了富

足生活。 

基於資本主義邏輯下的經濟發展的後果對於人類永續發展的負面影

響，科技的研發和運用應該致力於永續發展的目標。以服務科學所定義的

「服務」，並不侷限於所謂的「服務業」，而是所有的價值創造的活動都

可以是「服務」。因此，不過是商品的製造或販售，或是服務的提供都是

「服務」交換「服務」。是一方的知識與能力的價值交換另一方的知識與

能力的價值。而各自價值的產生可以從商品作為交換的載體或是直接使用

與體驗的交換。面對永續價值的服務系統的創新，科技研發和運用應該著

力於永續為導向的服務創新，並導引人類經濟活動能將永續發展的代價考

量在內的生產/消費決策和行為。 

 

參、研究方法 

一、行動設計研究 

本研究採用了行動設計研究（Action Design Research）10的方法論，期

能將設計思考流程鑲嵌在行動研究的歷程上。行動設計研究原來被運用於

                                                 
9 https://www.ica.coop/en/whats-co-op/co-operative-identity-values-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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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的開發過程上，不過近年來被運用於服務創新與設計的流程。本

研究基於研究者參與於城鄉創生的研究計畫，倡議成立「城鄉永續生活合

作社」服務系統，因此，以行動研究的精神輔以設計的方法和工具，依循

行動設計研究四個階段的歷程進行合作社的倡議、成立和營運。圖一為行

動設計研究四個階段的循環概念圖，分別為診斷、設計、發展、演進等四

個階段。每一個階段為五個活動的循環，分別是問題形成、方案打造和執

行、評量、反思、學習。 

 

 

圖一 行動設計研究概念圖 

 

二、個人賦能的合作機制 

在服務主導邏輯下，行動者為價值共創者，在其服務系統中扮演資源

整合者的角色。然而，在現有的經濟活動中，愈來愈多的價值提供被單元

的產品和服務所佔據，人們只是被動地進行選擇。終端的受益者往往被綿

長的供應鏈所遮蔽而不了解自己的選擇背後的社會、環境代價，這也是價

值共創活動被限縮的原因之一。如何讓個人能夠成為主動積極的共創者，

個人需要賦能（empowered）來驅動價值共創的活動。例如，在都市生活

者期待能與城市周圍鄉村的農業價值產生互利的關係，支持周圍的鄉村永

續農業的發展。然而，現有的商業機制，基於經濟規模和效率觀點，都市

                                                                                                                                            
10 Matthew T. Mullarkey & Alan R. Hevner | (2019) An elaborated action design research process 

model,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8:1, 6-20, DOI: 10.1080/0960085X.2018.145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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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生活所需反而遠離了就近鄉村農業所產生的價值。如果要能讓城鄉

的價值共創，個人需要能夠被賦予主動連結形成新的市場的能力，如此才

能發展城鄉互利共生的生態系統。城鄉合作，可以永續為依歸的個人所形

成的互助合作關係為起點，然而要在既有滿足城市生活供需的商業模式

下，讓城鄉價值共創的合作經濟能夠進入城鄉生活中，個人的永續覺知和

行動賦能乃關鍵所在，合作社成為永續生活成為新常態的商業模式。 

 

肆、研究活動 

一、場域 

本研究以新竹城鄉為場域進行城鄉創生的服務生態系統發展。在服務

科學研究所創所以來，持續以課程和研究活動進入新竹縣台三線沿線的鄉

鎮，以城鄉創生為主題，進行田野研究與服務創新提案，結合在地文化、

產業、自然環境等資源，陪伴與培力在地行動者開創新的在地價值，尤其

當鄉村產業和生活在都市化的浪潮衝擊下，鄉鎮本身人才、產業流失，已

經無法成為獨立自營的永續生態系統。新的鄉村價值的創造，與鄉村的文

化、農業、自然環境所連結的新的價值主張，有利於資源密度的增加，能

與來自都會的服務需求共創價值，成為城鄉永續發展的資源整合的服務生

態系統。 

本研究以從 2019 年執行的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為基礎，

以尖石、橫山、芎林鄉鎮作為城鄉創生的實驗場域。採用行動設計研究的

方法和步驟進行在地議題的探索，診斷在地創生的資源，結合大學的學術

資源，進行方案設計和打造，從方案測試到營運，成為可以持續發展的新

價值。以行動設計研究的方法和步驟，我們進行了不同時期的跌代循環，

提出和測試可行的合作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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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個時期：2021 年 

(一) 診斷階段 

累積服務科學研究所過去在台三線的服務創新與服務系統發展過程

中的在地信任和田野經驗，在 2019 年科技部計畫的資源挹注下，清大跨

領域團隊啟動了尖石前山以泰雅文化復振及永續農業的地方創生，橫山地

區以九讚頭車站為基地的客家文史採錄與美學聚落的地方創生，芎林地區

則以緊鄰竹北生醫園區的璞玉田農村聚落作為城鄉共好的創生基地，連結

都會生活與場域農業體驗。計畫啟動後，我們進入診斷階段，以三個鄉鎮

的區域創生問題進行田野研究。發現在地弱化的社群力量，行動者個別無

法發揮改變的力量。因此，我們分別設計了不同的方案，以探索問題的根

源和尋找具有潛力的行動者進行培力，增進其資源整合的能力，以逐漸形

成服務系統來整合在地資源以連結城市的需求。 

例如，我們以尖石綠色小旅行作為在尖石前山的部落成員拿出自己的

場域資源作為號召外地人參加體驗活動的資源整合的練習。過程中來找出

部落中具有資源整合的行動者以及資源整合過程中的障礙，成為後續進行

創生方案設計與發展的依據。橫山地區則以村民拿老照片說故事的形式，

來讓在地人說在地事，以串起在地人共同故事的認同感，進而形成行動者

網絡來關心在地永續發展；同時，也讓在地青年有機會形成合作夥伴關係

來支持彼此的新創行動。在芎北區域，則以在地人關心的璞玉田被徵收作

為新知識經濟園區的議題，開啟了與在地對話的機會，以發展在地農業為

基礎的創生模式。 

在場域議題的探索過程中，我們發現新竹本身的科技產業發展所造就

的城市發展正與鄉村的永續發展進入緊張狀態。1980 年代台灣的經濟發

展，國民教育普及，鄉村地區供給了受過職能教育的年輕生產力促進了出

口導向的工業發展。隨著科技產業發展的足跡，吸引更多的大學以上具有

科技專業的年輕人移住新竹。鄉村人口外移和產業型態的轉變，形成了現

階段的城市人將城市的商業模式帶進鄉村以滿足都會人來鄉村消費的需

求，鄉村既有的生產和消費的生活與工作脈絡急遽被支解，成了更微弱的

行動者，無法將在地價值維繫再創造，因此也難與資本組建的商業經濟對

接以產生城鄉價值共創和共好的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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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階段 

掌握了場域的經濟活力再現的問題後，我們提出合作經濟的倡議，透

過鄉村微弱的價值創造的行動者的資源整合，發展合作經濟模式，以墊厚

資源密度，達到能與城市生活者的資源對接而價值流動的互利關係。 

我們首先在橫山地區從大山背休閒農業區所組成的「大山背農民市

集」的在地小農的需求出發，透過過去與他們互動的關係基礎上，提議合

作社的組織來促進他們的農業價值與都市生活者連結，發展大山背區域的

永續農業。透過設計思考活動，從目前小農們在市集的經營和互助關係的

洞察，發現市集在休閒農業區的委員會組織架構下，在楊主任委員的帶領

下，加上大山北月創辦人莊凱詠先生的協力下，農民市集固定每週六、日

在樂善堂附近的場地營運，已經成為委員會小農的日常，也是其所發展的

團結經濟。植基於這個行動者網絡所藴育的資源密度，已經可以讓上大山

背的登山或旅遊的民眾接觸到在地的人情以及流通價值。但如果要進一步

將現有資源厚植達到可與新竹都市生活所需連結，促使年輕世代能夠返鄉

發展，仍有段資源密度和價值流動的落差，也是我們設計城鄉永續生活合

作社的動機所在。 

在籌組永續生活合作社的過程中，目前我們經過了兩次的迭代循環。

第一次循環，嘗試以合作社組建的過程以大山背地區小農為核心，邀請附

近的其他行動者加入，開啟在地行動者的合作對話。也從價值主張的覺知

和資源整合的可能模式討論，並由橫山九讚頭的陳文政先生以他在橫山世

居的人際網絡號召成立「尚優合作社」，取上坪溪、油羅溪以降的淺山的

農業價值，「尚優」為「上」與「油」的諧音來形塑合作社的價值主張：

尚優。在發起人多次討論後，決定向新竹縣政府提出合作社申請。 

 

(三) 建置階段 

當等候縣政府同意籌備的期間，由發起人組成的團隊，也在新竹市的

社區舉辦一次的販售會，將大山背農民市集介紹給都市居民，藉以測試都

市居民對於來自鄉村農產品直接販售的評價。藉此也讓合作社發起成員有

機會進行後續的合作社營運模式的探討和準備。不過，對於來自大山背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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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市集的產品品項不夠齊全以及對於都市販售的人力成本無法支撐營運

等現況，合作社發起人對於農產販售有所卻步。加上，大山背農民的年齡

偏高，對於以農產販售收益為生的需求不高，其經濟壓力並不高。農民市

集的週末營運，其社群的互助和人際網絡的價值遠高於對於收益提高的誘

因，對於縣政府回函准予籌備成立的結果，並沒有採取召開籌備會議的行

動。「尚優合作社」的成立宣告暫停。評估這個籌設合作社行動的終止，

主要在於發起人團體並沒有很強烈承擔營運風險的動機。這個原因與發起

人的年齡偏高，在人生經歷上不願意再有太大的風險承擔，加上，尚未有

年輕人熟悉科技和通訊能力來撐起營運的工作。這個建置過程的學習，讓

我們強烈感受到合作社發起成員的強烈創業動機和對經濟風險的承擔意

願是持續籌備和正式營運的關鍵因素。 

 

三、第二時期：2022 年 

在尚優合作社的籌備暫停後，我們思考城鄉創生的行動上，如果鄉村

的資源整合和青創人才培力尚未成熟之際，如何驅動都市居民的生活所需

面向鄰近鄉村來連結，讓鄉村的資源密度提升的同時，也讓都市的資源能

流動相接。開啟了我們第二時期的行動設計研究循環。 

(一) 診斷階段 

從科技部人社計畫的場域經驗發現，城鄉創生的著力，單從鄉村的行

動者資源整合與組建營運機制尚無法達成城鄉價值共創的效益，尤其在都

市生活需求廣泛地被便利商店和超市的服務所滿足，有哪些的需求在城市

周邊的鄉村具有其價值的特殊性與取得的便利性，能成為都市居民生活需

求常態性的需求，進而成為鄉村可以常態性的提供，進而發展成為新的持

續性供需關係的服務生態系統。然而，都市常態生活的商業形式，如超市

或超商，反而快速進入鄉村，截取了都市人進入鄉村的消費管道，再一次

將商業收益從鄉村匯回連鎖企業的總部。致使鄉村的經濟得不到來自都市

居民的挹注，甚至侵蝕了原來鄉村的生活商業系統，讓地方創生之路更艱

難。因此，搭建一個連結都市居民生活所需的價值流動渠道，讓城鄉村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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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以有效能地流動交換，促進城鄉的永續發展，成為倡議成立「城鄉永

續生活合作社」的價值主張。 

 

(二) 設計階段 

在大學社會責任的風潮下，大學紛紛投入資源進行在地實踐專案，透

過課程活動連結學校師生與在地社區，從不同面向與在地行動者發展合作

關係，促成大學的學術影響力與在地永續發展緊密相依。然而，大學社會

責任的履行上，尚未能將教職員生的生活所需緊密和在地城鄉生產與服務

連結。都市化的校園商業生活，如同大學所在的城市生活，同樣阻隔了鄰

近鄉村的價值進入校園教職員生的日常，大學對於鄰近社區，尤其是鄉村

的在地實踐影響力的持續和擴散，隨著課程結束，學生拿到學分，回到原

點。思考這個持續連結，持續發展大學與城鄉的關係，促成了我們倡議成

立「城鄉永續生活合作社」的動機：讓大學教職員生的生活滿足緊密連結

所在城鄉的永續發展。我們展開了兩個方案的打造：成立「城鄉永續生活

合作社」和發展合作社資訊平台支持合作社服務生態系統。 

1、成立「城鄉永續生活合作社」 

我們決定從國立清華大學出發，號召教職員生發起成立合作社。但不

同於一般常見的「員生消費合作社」的概念。我們視教職員生和所在的城

鄉居民都是永續發展的行動者，同時可以是生產者或消費者來發展共創互

利的關係。因此，我們邀請在大山背、油羅溪流域的行動者一起成為合作

社的發起人，共同發展實現城鄉價值流動和價值共創關係的組織。接著遞

交合作社申請書到內政部，開始籌備合作社的成立。不同於之前在尚優合

作社的籌備期間，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在資訊流通和互動上，尤其大學的

生活和工作學習型態充分運用資訊媒體和工具，其溝通和協調上的形式不

同於大山背地區行動者網絡。也凸顯出未來合作社營運在大學社群和鄉村

社區行動者之間協同合作上在資訊流通、互動溝通上異質性與適應上的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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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合作社資訊平台 

資訊系統能夠減少資訊不對稱程度，降低交易成本的效益已經無庸置

疑。然而，如何創造一個符合合作社七大原則的資訊平台，尤其是自治互

助、平等互惠、透明公開、民主管理等會員守則，有別於一般商業交易軟

體的開發和維運邏輯。例如，對於會員的自治、平等、資訊透明等需求上，

我們採用點對點的資訊平台，每個會員透過資訊平台可與其他會員進行資

訊交換，商品買賣，二手物流通等流程。採用區塊鏈技術發展社區貨幣,

運用去中心的特性，讓每一筆交易被記錄在交易雙方可以追蹤的區域鏈，

具有不可偽造，透明可追蹤等優點，經由個人化的資訊管理，達到會員在

合作社的經濟活動成本和現有的便利商店的服務成本可抗衡，讓城鄉永續

生活合作社成為都市與鄉村價值交流和共創的服務生態系統。圖二顯示了

本研究規劃與開發的合作社平台的概念。合作社會員透過智慧型手機

（smartphone），以合作社發行的社區貨幣（t-coin）錢包 app（圖三）登

入合作社資訊平台。每一個社員可以 t-coin 進行經濟活動。例如，可以 t-coin

購買小農生產的農產品，交換二手商品，參加其他社員舉辦的活動等。為

了促進社員的溝通、降低搜尋成本、提高個人的自主性，建置「智慧代理

人」（intelligent agent）作為合作社和社員個人專屬的數位助理。以下以

兩個合作社營運情境來闡述合作社資訊平台的運用。 

(1) 社員關係網絡發展：透過合作社智慧代理人的協助，根據需求方提出

的訂單進行供給方的媒合，並以永續發展為目標進行協調。例如，社

員的家庭蔬果需求種類與數量可以經由社員智慧代理人傳遞給合作社

智慧代理人，合作社代理人匯集訂單需求和數量與供給方（例如小農）

的供應進行媒合。如此，可降低人力的媒合成本和錯誤率。發揮智慧

代理人之間的溝通機制，佐以供需雙方彼此的互評，系統可以顧客的

購買頻率、數量和近期性（Frequency, Quantity, and Recency）來訂定

訂單實現的優先度，以促進供需關係的例行性，穩定生產的收益和需

求的滿足。智慧代理人系統運作的效益，期能增進社員關係網絡的穩

定發展，促進城鄉永續生活的韌性。 

(2) 發展循環經濟：智慧代理人能將使用者（社員）可再循環使用的物品

（如舊衣、玩具等）透過代理人所形成的行動者網絡來傳遞二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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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將物品傳遞給需求者（社員）並以 t-coin 作為金流。物流如果

以校園或緊鄰城鄉的空間區域，可以供需雙方當面交換，完成所有權

轉移。同時，也可以採用自取櫃的服務模式，如同郵局的愛郵箱的自

動化功能，作為物品寄存和領取的渠道。透過合作社的合作和互助，

可以 t-coin 作為價值交換的價值單元，讓社員的剩餘價值和資源可以活

化運用，達成負責任的生產和消費的永續目標。 

評量這個設計階段的行動方案：合作社申請和資訊平台發展，以科技

部人社計畫的場域關係人與清大校園行動者的連結，一起發起城鄉永續生

活合作社的倡議並提出申請，合作社扮演了城鄉行動者網絡價值連結的樞

紐角色。資訊平台的開發，運用了清大的研究能量，大學扮演了發展合作

社行動者網路的科技平台的角色，數位化資訊、現金和物品流動的效能，

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城鄉供需滿足的價值共創和共好。 

 

(三) 建置階段 

城鄉永續生活合作社的成立，在本文撰寫階段（2022 年 5 月底），正

在等待內政部的審查結果。但是，合作社的資訊平台已經完成 t-coin 的平

台，並建置合作社官方網站和行動交易平台。合作社網站呈現在地好物、

好體驗、在地永續生活夥伴、在地故事和 GIS 地圖等資訊，並連結到交易

平台和 t-coin 錢包。待合作社獲准成立後，即可以開始運作。 

 
圖二 合作社資訊平台（智慧代理人輔助的點對點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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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社區貨幣（t-coin）錢包使用者介面 

 

伍、結果與討論 

 

一、迭代循環的動態系統發展 

覺察城鄉關係面對資本主義擴展所形成的當今城鄉生活的面貌，弱化

城市和鄉村生活者的能動性，都市居民成為被動選擇的消費者，而都市邊

緣的鄉村行動者在擴張的都市邊界急遽失去其資源整合能力無法進入都

市商業環境，鄉村流失的人口無法自成經濟生活系統，反而成為都市商業

營業體進入鄉村，把來鄉村的城市人的消費收益回到企業總部，鄉村成為

被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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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這個城鄉緊張的關係，我們從社會實踐的研究方法論：行動設計

研究，進入新竹的鄉村區域，以發掘鄉村農業價值整合的模式，如大山背

農民市集，嘗試以合作社的模式連結鄉村小農的農業價值和都市生活者的

需求。從組建鄉村的合作社：尚優合作社，作為第一次行動設計目標。然

而，知覺資源密度的不足以及整合資源的能動性不足的限制，本研究進入

第二個行動設計目標：籌備城鄉永續生活合作社，並以資訊平台的發展來

支持合作社的商業流程所需要的資訊、現金、和商品流通。以智慧代理人

的點對點網絡以及區塊鏈技術所發展的社區貨幣（t-coin）實現科技致能的

服務創新，具體實現迭代循環的動態系統發展模式。 

 

二、科技導入和研發的沙盒 

科技致能的服務創新以本研究所發展的系統架構：點對點網絡、智慧

代理人、區塊鏈技術可以建構成為合作社營運模式和科技研發的模擬、測

試與創新的沙盒（sand box）。例如，合作社支持社區支持農業（CSA）

的發展模式，都市社區家庭農產需求以及鄰近農業生產者的媒合連結以及

栽植收穫時程等供需協調，可以運用智慧代理人所形成的行動者供需網絡

進行不同方案和效益評估作為合作社 CSA 營運模式的決策支持系統。經過

模擬、測試、和創新等運算，行動者的供需得以經由不同方案的模擬以比

較效益，實現合作社開放、自治和互助的運營原則。同時，智慧代理人可

與其使用者（社員和合作社經理人）合作，一起創新合作方案，促進城鄉

永續生活的服務生態系統的韌性。 

 

三、活化服務生態系統達成城鄉永續生活目標 

城鄉行動者，認同永續生活價值，遵循合作社七大原則，如自願和公

開的社員制，參與合作社，而透過科技平台的輔助（如本研究發展的合作

社點對點網絡智慧代理人），增進社員能動性，連結社群網絡滿足供需，

流動的價值成為合作社服務生態系統的活力，在民主參與的運作機制下，

實現城鄉永續生活目標。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100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55 -



陸、結論 

這不是研究的最後結果，而是迭代循環的里程碑。有別於過去學術研

究給予的斷代式的敘事，本研究呈現的是一個迭代循環的歷程、參與行動

者的價值主張、資源整合以及價值共創所形成的組織與發展的生態系統。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全球既有的個人與社會做造成的影響，其中企業運

作的模式如何將永續發展作為轉型的目標，城鄉行動者，同時可以服務提

供者和需求者的角色發展永續生活的供需關係。城鄉永續生活合作社的服

務創新，結合資訊科技的資訊流、金流、以及低碳的實體流，提供了在慣

常的便利零售的商業模式之外的合作經濟模式，經由社員以及利害關係者

的參與，形塑民主經濟的生活方式，也是實現政治民主的基礎。 

這不是學術的孤芳自賞，而是接地型研究的田野。突破過去學術研究

的方法和成果展示的侷限，接地型研究從場域真實的發生，探索問題的原

因，取道理論的發展和模型的建立作為學術的貢獻，進而，發展解決方案，

回向場域的系統運作慣性，成為一個學術與實務、分析與設計共創價值的

生態系統。因此，本研究的具體路徑，期能作為志於在回應永續生活議題

的研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參考，也邀請一起來實現城鄉的永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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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永續生活合作社的服務創新 

與談人：蔡建福 副教授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ㄧ、方法架構回顧 

本論文以行動設計研究方法論的五個循環，包括問題形成、方案打造

和執行、評量、反思、學習，以新竹市西側三個鄉村聚落為對象，進行聚

落的議題診斷。 

初步診斷的結果，了解這些地方因具備「弱化的社群力量」，行動者

無法在單打獨鬥中開拓出地方發展的未來。經由這些診斷，進而思考如何

強化社群力量，於是研究者規劃出三個社區的擾動方案：綠色小旅行（尖

石泰雅族）、老照片說故事（橫山客家庄）、璞玉田被徵收議題的討論（芎

林農地聚落），試圖從這些設計的活動中，找出社區資源整合的障礙，喚

醒社區居民對自身文化族群的認同感，從特殊事件的在地對話強化社群個

體之間的連結。 

經歷了社區擾動之後，以初步產出的社群力量繼續規劃出研究架構中

第一時期（2021年）的「大山背農民市集」和「尚優合作社」兩個農業組

織。 

安排大山背農民市集的市區販售會，測試市集新型態的營運模式，讓

市集農民直接接觸市區的顧客，在城與鄉之間拉出連結的網絡。而尚優合

作社也同時在參與者誘因不足的情況下暫停運作。 

2022年之後為計畫的第二時期，研究行動開始進入「驅動都市生活所

需」的城鄉連結規劃，規劃內容以「城鄉永續生活合作社」的方式呈現。

之前的尚優合作社是九讚頭仕紳陳文正先生所號召，遵循著村落的人脈和

傳統經濟思維，因為沒有回應村落的關鍵困境而告終，新的合作社明確地

集結了清華大學的教職員生與鄉村居民兩端，兩方的行動者皆被編織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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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城鄉價值共創體系，彼此支持對方的需求，正式進入行動設計研究方

法論中「發展」和「演進」的階段。 

在這個城鄉價值共創體系中，預計將使用類似 t-coin 型態的區塊鏈社

區貨幣進行交易，並納入循環經濟模式的二手物交換活動。社區貨幣的運

作也將創造出「智慧代理人制度」，以協助城鄉兩端社員網絡連結的順暢

度。 

 

二、討論議題 

1. 計畫充分回應了 SDGS 關於永續城市與社區以及韌性取向的生活

服務性統 

研究計畫選定三個鄰近新竹市區的衛星鄉鎮（尖石、橫山、芎

林），進行食農議題的價值共創服務，充分地標註出城鄉之間涉及

永續發展目標的各種面向，建構了一個地方永續發展典範的穩定架

構，包括永續城鄉食物連結的去連鎖物流化（11）、充分呈現勞動

價值之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模式（12）、具備合作經濟精神的勞動

者參與治理（亦即價值共創，互為主體的城鄉夥伴關係）（17），

這些都是本文所介紹與倡議實踐的永續發展議題。 

研究進入 2022 年第二時期，行動的迭代循環中出現社區貨幣

（t-coin）與智慧代理人兩個操作模式，是研究與實踐過程中待討論

的主題。 

2. 社區貨幣的出現 

社區貨幣的基本意義，在於使用過程中可促使小規模封閉社群

的供需雙方，在勞動價值交換的過程中，免除社會介面裡外不對等

的壓迫關係。而計畫第二時期所引入的社區貨幣型態，旨在成為教

職員生與社區居民的資訊平台，也是物流與金流平台，致力於問題

形成、方案打造、評量、反思、學習過程中所帶出來的是「驅動生

活所需連結」的，異於便利商店去脈絡化的「鄉村價值流動」，基

於此，社區貨幣與鄉村價值流動之間的關連性，也就是城市的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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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生與鄉村的農民，兩端的行動者如何展現價值的流動，其間規劃

扮演特定角色的社區貨幣提案，或許需要被進一步地檢視、闡明，

成為下一個迭代循環的反思主題。 

3. 智慧代理人的出現 

文中智慧代理人的意義，在於幫助「城鄉永續生活合作社」社

員網絡發展的順利運作，成為社群支持型農業（CSA）的營運模式。

然而，過度複雜的交往關係，使得城鄉兩造間的交流語彙，需要透

過另一個專業轉譯、服務代理之時，是否也意味著行為者在行動過

程中，必須交出參與、互動的所有權給第三方（類掮客，broker），

減損在 CSA 迴路中純粹的兩造關係。為免重蹈勞動者「缺席」的

治理模式，智慧代理人的概念或忠誠度必須再被嚴格地檢視，也納

入另一個行動研究迴圈的反思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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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林福仁老師 

「城鄉永續生活合作社的服務創新」對話 

與談人：陳育貞 創辦人暨宜蘭分會負責人 

城鄉潮間帶有限公司/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本研究涉及一個新學門的理論與田野、實踐行動之間的辯證、對話。

整篇文章，不論是對當代城鄉失衡、資源錯置(用)、偏鄉地創…等議題的清

晰指陳，或是學院走入地方參與共做的創舉和經驗描述，在在都令人感到

興奮期待。 

文章顯示，行動設計研究，既是本次的研究方法，也是實踐經驗的辯

證對象。因而值得期待，最終，對於多數的預設前提，例如合作社、四個

階段與五個活動的循環，和行動者與資源的選取或界定，乃至合作社的組

成與運作模式…等，皆能透過迭代循環的檢視，而回饋相關理論調整或深

化。這對當今台灣轉型發展必有極大意義與助益。 

全文雖關注城鄉共好，實則是從鄉村出發，關注鄉村活性發展的可能

性。然而，鄉村的關鍵特質（也是鄉村保留給當代的至要遺產），應屬：超

越市場機制與貨幣交易之在地物品與勞動的自足或交換，及其背後的社群

關係，與支持前述運作的在地經驗與知識。 

誠如本研究指出，此一特質雖然正在加速消失，卻也是城鄉共創共好

的至關基礎。我們或可稱之為～鄉村地方之活性服務生態系統的原型。 

因此，值得重視並深究其具體構成，及其與本研究所指之行動者、資

源的關係，其網絡化（或被網絡化）的日常鑲嵌（原來的生活路徑），以及，

在歷次迭代所表現的不同面貌，與歷經迭代之後的走向與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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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鄉村與城市已然明顯斷裂，乃至成為不對等宰制關係。本研究對

象（範圍）之城市／大學與鄉村／地方（社區），複製了當今的兩極化失衡，

地方脆弱性，且表現在鄉村、地方社群（行動者）的知識落差、和資源價

值之被貶抑（錯置認定）。此外，也表現在流動與交換力，溝通、行動和相

關思維模式…等的巨大差異。 

本研究刻正邁入第二輪迭代的實踐。文中顯示，兩輪迭代，一是以鄉

村地方為主體，一是以城市大學為主體。後者，在文章第 13頁指出：凸顯

未來合作社運營在大學社群和江村社區行動者之間協同合作上在資訊流通、

互動溝通上異質性與適應上的必要。 

於是特別值得關注：線上平台的建構與運作，是否足以因應前述資訊

流通、互動溝通的需求？大數據運算與智慧代理人，其資訊範疇、計算衡

量與決策、行動，將如何妥為轉化、回應、鏈結差異的鄉、城價值，與關

乎鄉村生活的重要命題？以及，相關的流通與溝通工具，要如何更良好回

應鄉民的溝通模式與慣習？是否能使鄉民自在融入以致得以發揮所長？相

信這會是第二輪迭代的關鍵挑戰。 

由於本研究旨在通過可持續的共創共好行動，來直對鄉村功能退化、

體質脆弱化的困境，故而必要正視鄉與城之相對主體性。因而，鄉村的主

體建構（或再建構），將會是本研究可持續共榮前提的關鍵議題。而這亦涉

及所謂韌性的構成為何？以及，財物的交換力，在偏鄉幸福指數的何宜比

重？ 

於是值得發問的是：合作社，乃至於以線上為主的資訊服務平台，這

些由研究／行動者所決策的實施項目（預設前提），它們究竟是工具、手段？

還是目標？ 

如果它是目標之一，即值得先行釐清，其之於鄉城永續共創的可能限

制。如果它是工具、手段、策略，那麼，則值得回應鄉村主體之核心價值

與目標，而深究該工具是否存在必然的缺陷？以及，可否及如何予以改良？

或者，是否有其他替選工具？ 

這個議題，亦關乎本研究之「網路科技」和「沙盒」的運用。前者已

於前面稍有說明，後者，係源自科技（軟體）開發之安全機制，目的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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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設定有限影響因子的實驗場域。因而，是否納入關鍵、必要的影響因

子或「參數」？尤其是，鄉村社會支持系統之無形資產，及非屬貨幣交換

範疇的內容和運作機制。 

在當今 Covid-19疫下，高齡化的邊鄉老人家，已然失去共食與共度日

常的機會，以致生活失去重心和各種不便，重病和死亡率皆明顯提增，這

時，即有熱心的社區幹部置出奇招：重新「聚集」起老人家，讓他們分散

坐在廟前台階，人人高舉手機，聽隨幹部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操作 APP或上

網，還同步聽取幹部的通俗口語、反覆解說。他們是這樣，成功的通過遠

距，來獲得來自社會及政府的資訊，以及購物、診療…等服務。由此可以

顯見～一個社區型的組織，熟悉、可信任的在地服務者，或是貼近鄉民生

活場域和溝通慣習的轉譯者，是在地支持系統不可或缺的一環，成就在地

幸福感的關鍵因子。 

此外，本研究所在的新竹三個地區，皆屬在地經營有年的場域。當地

人（特別是文中提及的社群、組織）多數擁有相當的人文素養、地方知識、

公共信譽，凡此，皆為有形、無形可商品化之在地資源的底蘊支撐。例如

泰雅族人，他們來自野溪的魚貨，背後是攻守同盟、環境共融、資源共享

的傳統慣習（gaga）之日常實踐。此類非物性的內容，深深附著於物性的

商品（或潛在商品），且是泰雅人示予當今世人的珍貴寶藏。凡此，我們該

要如何對待？才能避免它在流通管道中流失，乃至人為導致的價值矛盾與

負面衝擊。 

另值得一談的是，在諸多鄉村在地實踐經驗中，所謂的成功（案例）

與否？往往是動輒八至十年方可見著，甚或需有廿年以上的驗證期。這關

乎層疊的社群關係，和日常政治的影響，也關乎，片面強化經濟利益（價

值）對整體社會支持體系的衝擊。後者通常是經濟力成形之後的回馬槍或

反噬，其力道往往足以撕裂、瓦解地方（社區）。由此可見，研究對於行動

者與資源的界定，以及，促進網絡化的過程管理，和相關的交換與利益分

配或公益回饋模式、危機處置機制…等，可謂實務操作的深水區。期待本

例能有機會長時間追蹤跟進、持續調節、檢視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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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合作事業與社會企業共創雙贏的永續發展

模式 

 

吳雪伶 副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王傳慶 助理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摘要 

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D)是現代流行的話語之一，因它

具有實現社會進步/環境平衡/經濟增長之功能，但此概念卻面臨氣候變遷/

自然資源的開發與使用…等新挑戰。目前學術界提出許多迎接挑戰的新論

點，如：Stubbs 與 Cocklin (2008)概念化(conceptualizing)永續商業模式

(sustainability business model, SBM)而開啟此研究的先河，但他們研究只考

慮理想類型(ideal type)的外觀而未深入研究其變化的過程。我們為填補研

究空白而遵循他們暨先前研究的個案軌跡，因而以里仁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里仁)為研究個案並剖析構建永續商業模式的歷程。 

由於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s, SEs)對永續社會(sustainable society)做

出貢獻，以及合作事業(cooperative enterprises, CEs)屬於特定類型的社會企

業，兩者皆在解決社會/環境/經濟等問題。據此，本研究旨在從合作雙贏

(win-win cooperation)的視角試圖結合社會企業/合作事業來構建永續商業

模式。不過，即便社會企業以師法企業(businesslike)的方式來維繫生存/永

續發展，但需不斷創新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 BM)。基於此，我們探討

里仁在商業模式創新(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MI)的醞釀歷程(包括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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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各項創新)並兼論投資綠電之可行性，因為這些創新能激發其驅動企業

成功/永續發展的潛能。總體言之，本研究構建永續商業模式架構提供一個

有趣模式，留供社會企業/合作事業/有機農業/其他新興產業為永續經營之

借鑒參考依據。 

關鍵詞：永續發展、商業模式創新、永續商業模式、綠電 

 

壹、引言 

理論 /概念的產生皆有其發展軌跡，永續性 (sustainable, 德語

Nachhaltigkeit)首次出現 Carlowitz 於 1713 年「Silvicultura oeconomica(林業

經濟)」書中(Schmithüsen, 2013)而成為現代林業管理的重要指導原則。永續

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D)源於 17~18 世紀的歐洲為因應木材枯竭

而發展永續森林經營(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FM)理念(Kuhlman & 

Farrington, 2010)，而 SD 概念於 1972 年首被聯合國(UN)在瑞典商定

Stockholm 宣言獲得國際認可(Dernbach, 2003)。前述永續性係指隨著時間

推移而能維持某些實體/結果/過程的能力(Basiago, 1999)與 SD 是一種無限

期或在給定時間段內能夠持續發展之表示(Dernbach, 2003)，但 SD 一詞最

早出現在 1980 年「世界自然保護大綱(IUCN)」呼籲重視資源耗竭危機。然

此呼籲未獲得國際回響，直到 1987 年的 Brundtland 報告(WCED)提出「我

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並定義「SD 為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

危及後代人追求自身需求能力之發展(1987: 43)」是被研究最常引用的定義

(Schaefer & Crane, 2005)。Brundtland 報告的 SD 原則所衍生永續性的政策

概念(Kuhlman & Farrington, 2010)卻易於產生誤解(Dixon & Fallon, 1989)。

Jain & Islam (2015)指出 Brundtland 報告促成 1992 年 Rio 地球高峰會與並

制定 Agenda 21 作為全球策動 SD 的行動藍圖，以及後續 Rio+10/Rio+20(確

定 17 項 SDGs)等高峰會之確實履行。這些行動藍圖用以解決 SD 存在的經

濟/社會/環境等問題，因為SD旨在實現社會進步/環境平衡/經濟增長(Taylor, 

2016)而使其成為現代無處不在的流行話語。 

其次，無論是否明確表達(Teece, 2010)，企業為求經營成功都有它自己

的 BM，用以履行價值創造/價值捕獲等核心功能(Chesbrough, 2007)。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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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商業活動的核心、競爭優勢的來源(Zott, Amit & Massa, 2011)與企業成

功的關鍵(Magretta, 2002)。即便 1870 年代 Swift 公司已重新定義肉類市場

的 BM(Teece, 2010)卻直到 21 世紀才被討論而變為創新的新主流(Foss & 

Saebi, 2017)。Timmers (1998)首先定義 BM 是產品/服務/信息流的架構，Amit 

& Zott (2012)表明 BM 是企業跟客戶/合作夥伴/供應商/其他利益相關者做

生意的方式。我們檢視過去文獻發現 BM 聚焦於價值創造(Teece, 2010；

Amit & Zott, 2012 等)/業務邏輯(Timmers, 1998；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

等)/價值網絡(Hamel, 2000; Diaconu & Dutu, 2014 等)，其中聚焦於描述企業

如何創造價值，因為價值創造是 BM 的核心而取決於善用企業的資源/流

程。不過，BM 需考慮動盪的環境條件 (Świerk, 2016)且非一成不變

(Chesbrough, 2007)，意即 BM 需不斷創新而變為必不可少的關鍵要素(Teece, 

2010)。因為由此產生的慣性很難適應商業環境的變化，特別是 SEs 為求生

存與 SD 需有靈活 BM，才能與其經營環境相匹配(Diaconu & Dutu, 2014)而

帶動企業成功。由於 BMI 對 SEs 的競爭優勢有極大影響(Teece, 2010)與企

業成功的關鍵(Zott et al., 2011)，因而 BM/BMI 變得更重要。其中 BMI 是

設計新 BM/修改現有活動系統之過程(Teece, 2010; Christensen, Bartman & 

Bever, 2016)，我們將在第肆章說明里仁在 BMI 的醞釀過程。 

SD/BM 的背景脈絡如前所述，緊接著第三章說明構建 SBM 過程，因

為本研究旨在如何建構 SBM，並期能發揮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於

SEs/CEs/相關產業。然而，大多數 SEs 無法永續經營歸因於缺乏適當可行

的BM(Dees, 1998)，台灣2015~2020年五次SEs大調查1也顯示30.3%~37.4%

呈虧損狀態，足見 SBM 對 SEs 的重要性。根據 Nosratabadi, Mosavi, 

Shamshirband, Zavadskas, Rakotonirainy & Chau (2019)對 SBM 文獻回顧發

現，2016-18 年發表在 3,688 篇文章，農業/食品相關僅占 2.7%，但 SBM 模

式在 1999-2018 年的出版量卻明顯增加(Nosratabadi et al., 2019)。Stubbs & 

Cocklin (2008)雖已概念化 SBM 卻未剖析其間的演變過程，此缺憾引起我

們想填補其研究空白之動機。由於商業模式畫布(business model canvas, 

BMC)是建構 BM 的主要方法，是 BM 如何進行價值創造/傳遞/捕捉價值之

                                                       
1 5 次社企大調查包括 2015「台灣社企調查(中央大學黃麗璇/黃亦莉)」/2015「社企大調查(聯合

報系願景工程/社企流)」/2017「社企大調查(聯合報系願景工程/社企流/星展銀行)」/「2019 社

創大調查」與「2020 社會創新大調査」皆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指導與台灣經濟研究院/星展銀

行/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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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工具(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據此，我們遵循 BMC 模式並擷取

先前研究的優點(如：Schaltegger, Lüdeke-Freund & Hansen (2012)的 6 項關

鍵驅動因素與 Goni, Chofreh, Orakani, Klemeš, Davoudi & Mardani(2021)的

9 項關鍵特點…等)，然後修改 Wu (2021)圖 1 而完成 SBM 架構圖。我們架

構如下：壹、引言－說明永續性/SD/BM 的歷史淵源與定義。貳、背景脈

絡與文獻探討－就合作事業/SE 的背景與本質剖析其結合與 SBM 如何驅

動企業成功？參、研究方法－分別就個案(里仁)的背景說明與使命陳述/資

料蒐集方式與分析/SBM 建構過程/兼論綠電發展現況。肆、發現與討論－

剖析與評論里仁的BMI醞釀過程/成功關鍵因素/投資綠電的可行性。最後，

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貳、背景脈絡與文獻探討 

一、合作事業與社會企業之結合 

合作社是歷史悠久的非營利組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

Rochdale(1844 年成立)公平先驅協會(簡稱先驅社，現為英國合作集團)被公

認為全球第一個經營成功的合作企業而為現代合作社奠定基礎，其中

「Rochdale 原則」為國際合作聯盟(ICA)制定合作社七大原則而有助於合作

社的使命付諸實踐。合作社是基於共同所有/民主管理的企業體，為滿足共

同的經濟/社會/文化的需求與願望而自願結合之自治團體(孫炳焱，1996)，

此即目前最常用的定義。據此，Kalmi (2007)認為合作社的重要性不僅僅基

於其經濟意義，而關鍵在於履行社會使命來解決社會問題/減輕貧困/促進

社會發展，意謂合作社兼具經濟/社會的雙重性。60~80 年代的合作社被認

定為解決高失業率的好方法，特別在面臨金融危機時卻能更團結合作而有

韌性(resilience)來因應不確定環境的嚴峻挑戰。由於合作社是一個事業體

(Enterprise)，「合作事業」無明確定義，一般泛指「合作社法」第 3 條所定

12 項種類及業務皆屬之，包括生產合作社等 10 種合作社/合作農場/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種類及業務；但在國外多以

CE 取代，本研究亦以 CE 視為合作事業。關於 CE 定義大多圍繞在前述的

合作社論點，但 Camargo Benavides & Ehrenhard (2021)認為 CE 是非由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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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控制，而是為社區/客戶/供應商等成員利益來生產市場商品/提供服務之

互惠互利的組織，因具社會成分而被視為特定類型的 SE(Camargo 

Benavides & Ehrenhard, 2021)，意即 CE/SE 皆在為解決社會經濟/減輕貧困

等問題而履行經濟角色/社會使命的組織(Kalmi, 2007)。不過，前述合作社

/CE/互利社團(如：大學 NPO 研究中心/社會互助社/庇護工場等)、協會/志

願組織(如：救難互助協會/社區發展協會/民間志願組織等)與基金會等團體

組織皆被歸類為 SE(Brandellero, 2004)。 

SE 概念首見於 1990 年義大利「Impresa Sociale(義大利文/社會企業)」

期刊與 1991 年制定「社會合作社法」(Defourny & Nyssens, 2008)而有 SE

雛型，此意謂 SE 是由社會合作社演進而來的組織。SE 並無統一的定義，

如：SE 為社會目的(緩解 /減輕社會問題或市場失靈)並遵守財務紀律

(financial discipline)、創新與私部門的果斷運作來創造社會價值而創立之企

業(Alter, 2007)…等比比皆是，此意謂SE具混合特質(Dees, 1998; Alter, 2007)

而賦有履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活動與社

會使命之組織。台灣 2017 年有 11,343 家「潛在 SE」遠高於 384 家 SE (Wu, 

Wu & Wu, 2018)，此「潛在 SE」符合運用混合光譜(hybrid spectrum)的概念

而與 SE 的潛在範圍包括產生收益活動的 NPO/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社會責

任企業/SE 等四種型態(Alter, 2007)極為吻合，意即 SE/CE 的結合在學理/實

務上皆有其必要性。 

即使 SE/CE 存有差異，但兩者都是面向社會而非為投資產生私人報酬

最大化的企業(Borzaga, Depedri & Tortia, 2009)，因為他們從事商業活動可

能產生利潤，但利潤並非重點而僅是提供社會效益能夠 SD 之一種手段

(Dees, 1998)。若企業利益/社會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秉持 CSR 精神而做

出犧牲/貢獻(Porter & Kramer, 2011)，因為 SE 經營動機係以達到社會目的

為前提(Mair & Marti, 2006)與為滿足顧客的需求而創造更高的社會價值

(Dees, 1998)。換言之，他們是以 BM 減緩社會問題與創造經濟/社會效益為

目的之機制(Dart, 2004)，這種深植於為履行社會使命的組織，其行為模式

皆符合 ICA 合作原則。由此可知，廣義 SE(包括合作社/CE/互利社團/協會

/基金會等組織)因具同質性的社會而有結合的空間，此符合 ICA「社間合

作」與致力為社區 SD 做出貢獻。特別是他們透過社間(inter-cooperative)網

絡在共享資源與追求組織使命的過程中產生/激勵/管理其利益相關者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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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Borzaga et al., 2009)而達到「合作共贏」的綜效，因為 SE/CE/合作社本

身皆有特色與優點，透過共享資源與發揮截長補短的技能就能達到綜效。

此「合作共贏」的生存模式植基於合作夥伴彼此的同理心/信任，並藉由資

金/技術/人力資源等共享而建立 SD 的良性循環，從而確保市場競爭力。例

如：里仁深耕人際之間的信任關係與「誠信互助」的產業鏈，並經常以「搏

感情」方式關懷合作農友，並傳授有機耕作的技術/提供經濟援助/保證以

「合同價格」收購等措施，藉以建立彼此互信的良善關係。據此，上游有

機農友(生產者)的產品全部送到里仁(銷售者)門市販賣而形成「生產者/銷

售者/消費者」之「誠信互助/互利共生」的夥伴依存關係。不過，SE 面對

瞬息萬變的外在環境新挑戰，即便 SE 被公認能夠以永續方式解決社會/環

境問題之最有效組織(Stratan, 2017)，但這些問題亦非單一 SE 即能解決，

仍需透過他們彼此協同並迅速擬定應變策略才能確保持續運作 (Evers, 

2005)。基於為解決前述新挑戰，SE/CE 彼此應依 ICA「社間合作」原則加

強結合與合作，才是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二、SBM 是驅動企業成功的靈丹妙藥 

永續生存/SD 是企業的主要目標，SBM 在實現目標中扮演舉足輕重角

色，特別是以回應社會需求/被社會使命所制約的 SE(Weerawardena & Mort, 

2006)更具關鍵。因為 SE 使命聚焦創造社會/生態價值，創造經濟價值僅必

要而非充分條件(Mair & Marti, 2006)，此以社會視角取代財務視角，旨在確

保企業能夠完成社會使命的重要資源(Stratan, 2017)。例如：目前全球常見

金融危機與空污事件導致人類過早死亡與巨額經濟損失等而迫使社會各界

呼籲企業應超越純粹的利潤最大化，並重新思考 BM 如何改善企業/社會/

社區之間的聯繫(Porter & Kramer, 2011)。如前所述，BM 代表企業的賺錢

邏輯(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生存命脈與成功關鍵(Magretta, 2002)，因

而被喻為「商業 DNA」(Elkington, 2004)，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過，即便

BM 如此重要，但 SE 的永續經營需要納入永續性概念於 BM 運作之中，此

即 SE 構建 SBM 之主因。過去文獻證實 SD 旨在實現社會進步/環境平衡/

經濟增長(Taylor, 2016)，因而 SD 需要創造性永續思維與創新設計技術的應

用，藉此實現經濟/社會/環境之間的平衡而實現 SD 目標，因為構建 SBM

也能實現 SD 而成就企業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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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SBM 概念雖為 Stubbs & Cocklin (2008)開始概念化，但在

理論 /實證研究迄今皆未替它可能是什麼問題而提供足夠的答案

(Schaltegger et al., 2012)，因而吸引研究 SBM 的發展前景有逐漸增加趨勢。

由於 SE 適合以 SBM 作為實現 SD 與創造社會/生態價值之手段，因而 SE

為實現 SD 應考慮將社會/環境問題納入組織的願景與使命之中。前述目標

即以經濟/社會/環境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 TBL)來創造他們的永續價

值，TBL 由 1994 年 Elkington 的「Win-Win-Win」策略提到而於 1997 年詳

細說明 TBL 堅持企業盈利/社會責任/環境責任等三原則之統一(Elkington, 

1997)，永續性與 TBL 的關係如圖 1，意即永續性是 TBL 必不可少的共同

要素，此彰顯其在 TBL 的重要性，因為 Brundtland 報告認為社會公平/經

濟增長/環境維護是可以同時實現的。Schaltegger et al. (2012) 認為 SBM 是

支持自願為解決(緩解)社會/環境問題的活動，並透過整合社會/環境/商業等

活動來創造客戶/社會永續價值。通常，SE 為履行社會/環境使命必先自保

才有餘力從事生態/社會公益活動，導致社會/環境目標從屬於創造經濟價

值之下；但有些研究認為它植基於，生態永續性與解決社會需求的工具

(Schaltegger, Hansen & Lüdeke-Freund, 2016)。不過，TBL 之間的關係皆出

於永續性而整合(Basiago, 1999)，因為 SE 需將永續性概念植入於組織運作

之中才能獲致成功。 

由於 SE 的成形與驅動主要在為實現 SD 而藉創新 /先發制人

(proactiveness)/風險管理的行為來運作(Weerawardena & Mort, 2006)，才能

為顧客/利益關係人創造更好的價值。因為社會使命是組織的核心，與永續

性息息相關，從而 SE 需以創新精神來整合資源/發揮潛能/尋找市場機會等

營運方式來持續改善社會問題(Weerawardena & Mort, 2006)。基於 SD 的脈

絡，意謂 SE 本身奉行 SBM 具催生企業成功而使永續性在創新過程扮演關

鍵的驅動力。例如：SDGs 的成敗不能僅以損益衡量而應考慮居住在地球上

的所有人的福祉，永續性在 90 年代已創造十億美元與未來預估約十二萬

億美元的年收入，但未來應重新思考 TBL 並促進經濟/環境/社會的再生

(Elkington, 2018)，足見永續性在價值創造的驅動力非常驚人。「創新」源

於 Schumpeter (1934)認為創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以及企業家的職能

就是實現創新。因為企業為因應高度活躍與競爭激烈的經營環境(Johnson, 

Christensen & Kagermann, 2008)而創新 BM 變為必然趨勢(Teece,2010)。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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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研究的 SBM/BM 皆有「非一成不變」的本質(Chesbrough, 2007)，以及

BM 本身視為企業的創新主體(Mitchell & Coles, 2003)，導致 SE 的創新活

動具有催化社會轉型之潛力 (Mair & Marti, 2006)。先前研究證實

BM/BMI/SBM 關係著競爭優勢(Bocken, Short, Rana & Evans, 2014; Jaksic, 

2016 等)、企業績效(Johnson et al., 2008; Schaltegger et al., 2012 等)、企業成

功的關鍵(Magretta, 2002; Zott et al., 2011 等)，因為 SBM 具有永續性思維

並納入於組織的願景/使命而具有提高績效/發展競爭優勢的潛能，此意謂

SBM 是驅動企業成功的靈丹妙藥。 

 

 

圖 1 永續與永續發展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 TBL)的關係圖 

資料來源：Elkington (1997) 

 

參、研究方法 

一、個案說明與使命陳述 

由於本研究聚焦於如何建構 SBM？尤其個案研究在回答‘what’, ‘how’ 

或 ‘why’等問題時非常有用(Baxter & Jack, 2008)，特別當目標是要了解一

個現實生活中的界限有不明顯現象時，個案研究是正確的方法(Yin, 2014)。

 

 

 

 

 

 

 

 

 

 

 

 

 

 

Social 

Sustainable 

Equitable Bearable 

Environment Economic 
Viable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100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74 -



因為它利於對特定情況的深入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其真實現象而找到答

案(Yin, 2014)。基於此，我們根據 Yin (2014)與 Stake (2005)使用里仁為研究

對象，並假設發展 SBM 是可以適用於 SE 的理論架構而應用於其他相關產

業，藉由蒐集數據中找到答案。據此，我們先說明個案背景(Yin, 2014)與使

命陳述，然後再剖析為何選擇里仁為個案研究之原因？首先，里仁的創辦

人日常老和尚是一位傳播「菩提道次第廣論」的精神導師，1992 年創立「福

智團體」，下轄「福智佛教基金會」、「福智文教基金會(簡稱福智)」與「慈

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簡稱慈心)」。他出於一顆慈悲心而感念農藥/化學

肥料/添加劑等破壞生態環境與增添民眾健康的風險，因而促成 1995 成立

「誠信互助共同採購商店(里仁的前身)」與朴子農場灑下有機種子而開始

推廣無農藥/化肥蔬果，此慈善信念也造就一門生意(Weerawardena & Mort, 

2006)。他以顛覆傳統方式而出資籌設慈心基金會(1997)專責生產有機農業，

1998 為配合慈心業務而成立「里仁有機連鎖公司」。2021 年有 165 家門市

(包括美加/東南亞/中國等 32 家門市)，販賣有機蔬果/加工食品等約 2,000

項與合作廠商約 1,000 家。里仁是連結負責生產有機產品的祖公司(慈心)/

負責物流輸送的孫公司(福業)之間的橋梁，並採用「集團式垂直通路行銷」

創新模式(Hendrikse & Feng, 2013)，而與消費者形成「互助合作/互利共生」

的供應鏈系統，藉以確保貨源無缺並安心送達消費者手中而安享他們健康

生活。 

里仁在台灣登記資本額 3 億元(資本雄厚在 SEs 是罕見)，2013-2021 每

年營業額 10 億元以上，是台灣最大的有機食品公司。其中 70%營業額來自

於福智廣論班成員的消費，他們忠實地將宗教信仰轉化為生活方式與消費

有機產品，此即里仁能夠成功的原因。表 1 顯示里仁是個穩定成長的 SE(注

意表內的營收依福智卡的公益回饋金計算而非實際營收)，營收資本額倍數

介於 4.46-7.47 倍，顯示里仁的經營能力/運用效率極為強勁。由於里仁長期

關懷大地/生態/食品健康安全/慈善公益活動(其公益回饋金轉交福智/慈心

從事有機農耕/種樹/減碳/生態保育等活動)，此以宗教信仰履行社會使命而

早被公認為 SE，因而 2018 榮獲第一屆遠見「SE 之星獎」。其次，行政院

於 2014 公佈「2013~2016 社會企業行動計劃(2014 為台灣 SE 元年)」，確認

SE 在台灣的重要性(Wu et al., 2018)，里仁為配合政府政策已於 2015 登錄

轉型為 SE，是台灣 SEs 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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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里仁聯名卡之公益回饋金暨營業額(2013~2021)一覽表 

年 公益回饋金 1 回饋率(%) 門市數 流通卡數 營業額 2 

2013 8,030 0.6 96 22,203* 1,338,333,333 

2014 9,328 0.6 103 26,939 1,554,666,667 

2015 13,433 0.6 115 36,863 2,238,833,333 

2016 13,443 0.6 125 40,383 2,240,500,000 

2017 12,432 0.6 132 41,332 2,072,000,000 

2018 12,016 0.6 133 49,581 2,002,666,667 

2019 11,889 0.6 131 51,687 1,981,500,000 

2020 10,896 0.6 132 50,193 1,816,000,000 

2021 12,228 0.6 133 -* 2,038,000,000 

註：1.*：當年因無資料可稽而由後倒推概估數，1：NT$千元，營業額
2
：公益回饋金/回

饋率(0.6%)而得。 

    2. 福智卡於 2010 年 7 月與第一銀行合作而發行，2010/7~2021/12 底的公益回饋善

款累計總額 NT$122,399,550 元。各年度公益回饋金係按各年度之每筆營業額×

0.6%後累加而得。 

    3. 2010 年 7 月~2012 年 12 月底的公益回饋金在里仁官網與第一金融控股公司

2011~2014 年的 CSR 報告書皆未揭露。 

    4. 2017 年起營業額減少係因里仁於當年 7 月開放其他信用卡之所致，注意本表內的

營業額僅依福智卡的公益回饋金計算而得，並非實際營業額。 

    5.營業額暨門市數皆不含國外門市。 

資料來源:摘自第一金融控股公司 2015~2020 年的 CSR 報告書。 

 

企業為維繫生存/SD 而有設定其必要履行的願景/使命，願景是描繪公

司之長期發展的方向/未來展望之正式性承諾，是執行策略性領導的源頭，

並能讓組織成員願意共同奮鬥。至於使命是界定公司的經營範疇/目標/經

營哲學(Hill & Jones, 2010)。由於願景具有驅動使命，但使命也能推動價值

觀/目標之動力(Hamel, 2000)。因此，使命陳述是公司如何看待利益相關者

要求的關鍵指標，包括使命/價值觀/目標(Hill & Jones, 2010)。此意謂 SE

將具有吸引力的願景/使命植入於使命陳述中，必能爭取當地居民/消費者

的認同而有助於業務進展。里仁的使命陳述如表 2，其願景/使命因具有永

續性思維而融合於組織運作之中，進而驅動他們履行核心理念(誠信/互助/

感恩)與落實在產品/品質規範/供應鏈/價值鏈等目標，因為 SE 藉由企業

使命才能提出策略目標(Hamel, 2000)。由於里仁致力於推動有機農業/綠色

保育而使其成為台灣最注重客戶導向/環保/創新/誠信/互信的有機連鎖公

司，而 SBM 已將社會/環境問題植根於公司的願景/使命之中，讓他們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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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行動實現願景工程，並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創造積極的社會影響。我們

引用 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的 BMC 並擷取前人研究的精華，藉以說

明 SBM 的相互依存關係，證明里仁的有機通路成功模式廣設在一般社區

與九大關鍵因素有關。因為社區經濟模式是台灣 SEs 的核心，其中以社區

經濟模式(84.1%)為最多，符合社區發展型是台灣 SEs 之基石事實(Wu et al., 

2018)。 

由於里仁是台灣第一家宗教團體成功經營有機事業，但 BM/BMI 在農

業/食品領域的研究極為有限，此有趣背景吸引我們研究興趣(Stake, 2005)。

我們個案選擇里仁係基於：(一)它是台灣第一家結合宗教信仰/商業原則運

作之最大有機公司，並建立以「誠信/互助/感恩」為核心的 SBM，藉以落

實表 2 使命陳述與生產者/銷售者/消費者三位一體之互助合作模式而符合

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的 BMC 主張，亦符合於合作組織是以人為主

體的組織模式。(二)全球因健康意識的抬頭而使消費者關注食品健康安全，

因而有助於提高採購有機產品之意願，此有趣趨勢吸引我們的研究興趣。

(三)它長期關懷生態大地/產品健康安全/社會公益等活動是台灣 SEs 的標

竿典範，又有明確的使命陳述與健全的供應鏈系統是成功 SE 實體。(四)它

的創辦人出於慈善而進行顛覆性理念創新，進而開創台灣「有機智慧」革

命與「新到有機市場/新到社區/新到公司」新穎模式(OECD, 2005)，並建構

「從產地到餐桌的安心旅程」的創新模式，讓夢想變為實際行動，其傑出

成就因而發揮「典範轉移」作用，從而慈濟/佛光山等宗教團體相繼投入於

有機產業。Kuhn (1962)定義「典範轉移」為信念/價值觀或方法的轉變過程，

例如：里仁創辦人以社會創新模式為實現社會目標做法，並藉開發新產品

/新服務(志工參與服務模式)/新機構(分別成立慈心/里仁/福業)來滿足其他

未被滿足的社會需求(Murray, Caulier-Grice & Mulgan, 2010)，進而激起組織

成員/合作夥伴之共鳴效應而引發仿效現象，此即「典範轉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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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里仁的使命陳述 

願景 

我們設立宗旨是要實踐「光復大地/淨化人心/共創健康和樂之世界」之藍圖。 

使命 

我們致力於推廣有機農業/綠色保育，並謹慎評估內外環境的風險而使其成為

台灣最重視顧客導向/最具環保責任/最富創新力/最值得信賴品牌/深具吸引

力之有機連鎖公司。 

價值觀 

顧客第一 

我們的成功源於顧客的青睞，滿足顧客需求是首要承諾。我們依據他們需求提

供滿意產品與服務來創造永續價值，包括優質服務與健康品質。 

誠實守信 

我們以最高的道德規範與法律標準來履行「誠實守信」的經營原則，任何經營

活動本著「誠信/公平/真誠/互信」的精神，切實履行承諾、贏得信任與建立信

譽。 

互助合作 

我們以「互利取代自利、合作化解競爭」的企業精神，建構「生產者、銷售者

與消費者」之互助合作模式，透過良性互動的交流，建立「互利共生」之夥伴

關係。 

感恩善意 

我們以宗教慈悲與利他精神出發，善盡輔導與教育的責任，感恩有機農友與供

應商生產與製造健康無毒的產品，以及快速回應顧客的忠誠善意，提供優質良

善的服務。 

目標 

產品 

我們提供「自然食材/健康訴求/平實風格」之有機、天然與非基因改造產品，

讓消費者每天安心食用，從而促進他們身心健康。 

品質規範 

我們所有產品皆經「檢驗認證程序」合格才可銷售，並確保它們沒有任何農藥、

化肥之有毒殘留物與禁用的添加物，藉以保障消費者的食品安全與健康人權。 

供應鏈 

我們致力於推動有機業，並以「合同價格」保證收購有機產品。我們整合所

有的物流資源，並建立健全的供應鏈系統。 

價值鏈 

我們遵守商業化紀律經營有機產品，並以盈餘從事公益活動，創造社會/生態

的價值是我們價值鏈的主要核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里仁官網暨修改 Wu (2021: p.181 之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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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資料多重檢核(data triangulation)」的方法蒐集三個不同來

源的定性數據包括過去有關里仁的研究檔案/文獻/訪談紀錄、透過服務專

線/mail 信箱的往返與員工個別訪談探求其內部營運計畫/創新策略等，藉

以驗證其真實性(Lincoln & Guba, 1985)與對銷售門市進行現場觀察，並訪

談店員/消費者在流程/服務/產品/BMI 的看法。這些多種來源的定性數據因

具有多視角探討主題的優點而更有利於解釋/探索數據分析的結果(Baxter 

& Jack, 2008)，因而提高數據的可信度指標(Lincoln & Guba, 1985; Yin, 2014)。

換言之，本研究設計植基於演繹方法與個案研究而採探索性研究方式進行

(Yin, 2014)，藉由探索里仁的商業活動與履行社會使命的過程，讓我們加深

對此特殊現象的體認與嚴謹實證研究而增強其可信度，以及對其他宗教群

體產生「典範轉移」效應，故里仁個案具代表性。其次，里仁的商業邏輯/

創業思維契合全球重視食品安全/養生浪潮，進而支持創造有價值的解決方

案來因應環境/社會新挑戰(Senge, Lichtenstein, Kaeufer, Bradbury, & Carroll, 

2007)，考慮這些外在變數在蒐集/分析數據過程中，需要使用嚴謹「資料多

重檢核」方法，才能提高值得信賴的結果。 

 

三、構建 SBM 

前已說明 SBM 對驅動企業成功的重要性，本節描述構建里仁 SBM 過

程。首先，BMC 由 Osterwalder (2004)首創，他相繼發表類似文章，其中

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的 BMC 包括顧客區隔/價值主張/通路/顧客關

係/關鍵夥伴/關鍵活動/關鍵資源/收入流/成本結構等 9 種(即商業九宮格)，

因易於瞭解而廣被學術/與業界流傳使用。但，有些學者(Ballon, 2007; Stratan, 

2017 等)將商業九宮格更改為三支柱/四支柱/其他形式，但仍未背離前述商

業九宮格。據此，我們遵循 BMC 模式並修改 Wu (2021)的圖 1 而建構本研

究的 SBM 如圖 2。因為表 2 使命陳述已納入社會/環境問題作為實現 SDGs

之手段(Nosratabadi et al., 2019)，符合 UN 在 SDGs 議程呼籲以行動保護地

球/消除貧困/保障人民福祉(Taylor, 2016)之目標。其次，我們剖析圖 2 的

SBM 利益：(一)左上角的價值主張因納入永續性思維於組織的使命陳述，

並透過提供產品/服務而提出顧客/社會/環境等永續性價值主張(Ballon,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100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79 -



2007; Schaltegger et al., 2016 等)，藉以提升公司形象、創造經濟/社會/生態

價值(Osterwalder, 2004; Nosratabadi et al., 2019 等)與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Bocken et al., 2014 等)。(二)右上角的顧客區隔主要以福智廣論班的忠實成

員為目標顧客群(約 70%營收)與其他潛在顧客，他們因認同里仁履行 CSR

而增強市場影響力與公眾形象，甚至認同有機生活有益健康而願付較高費

用採購有機產品(Ballon, 2007)。(三)顧客關係基於為解決顧客區隔問題而建

立多樣化的顧客關係(Schaltegger et al., 2012)，讓價值創造透過顧客關係傳

遞給客戶群因而具有較高的社會/環境影響(Stratan, 2017)。(四)通路也因解

決顧客區隔問題而需建立通路管道(Schaltegger et al., 2012)，並藉此將價值

傳遞給客戶群(Stratan, 2017)，如： 

 

 
 

 
                                 肯             信 

                                    感     關 

                                                   
                             定                     賴 

                                    恩             心 

 

    

                 

               (慈心)                  依    靠                 斯      (里仁) 

                                        

                                       支         持 

 
 
 
 
 
 
 

圖 2 里仁的「三位一體互利共生」永續商業模式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里仁官網暨修改 Wu (2021: p.179 之 Figure 1)。 

 

里仁有機通路廣設於社區營業，並藉生產者/銷售者/消費者三位一體

的「互助合作/互利共生」的供應鏈系統，進而確保貨源無缺並安心送達消

費者手中，其永續供應鏈透過協同合作而減少廢物的產生與負面環境影響。

(五)關鍵夥伴在考慮 SE 為解決社會/環境問題時，特別需要仰賴值得信任

消費者 

銷售者 

者 

生產者 

產者生

產者          

誠信 

互助 

價值主張：我們確實遵循組織的

使命陳述，並隨時創新、開發與改

良有機產品與提供優質服務，藉

以幫助目標客戶得到他們一直想

要更方便、安心、經濟、健康與深

具價值之有機產品。 

關鍵合作夥伴：為創造顧客的價

值主張與執行各項活動所需的資

源，因此與合作廠商建立一個長

期穩定、彼此信任與履行承諾的

協同夥伴關係。 

顧客關係：我們履行「誠信、互助

與感恩」之核心價值信念，並與生

產者/消費者維持彼此信任與互利

共生的雙向關係。 

顧客區隔：無論是福智成員或其他

客戶，我們承諾提供安全健康的產

品與優質服務。 

通路：所有產品從生產端到消費

端，我們扮演優質橋樑與集團式垂

直行銷，由孫公司(福業)負責直營

運銷，確保供應鏈順暢。 

 

 

關鍵資源：優化績效管理的原則應基於向目標客戶提供此價值主張所需的人員、技術、資金、產品、資產、服務

設施與知識產權，以及在價值創造過程中予以合理使用創新與循環經濟等所需資源。 

關鍵活動：為創造此價值主張所需執行的各項活動，包括產品的發表與推廣、TPP 創新、展店促銷、海外有機通

路創新、從盈餘中提出 50%作為社會公益/維護生態活動之基金，以及各項活動進行之交流機制(包括社交網絡、

平台、Facebook 等)。 

收入流：以「損益平衡定價」與「不二價」為原則，並從「支出等於真實價值」中訂出符合目標客戶期望的誠信

平實價格，收款方式以現金、信用卡與福智聯名卡(與第一銀行聯名發行)為主。 

成本結構：從原料溯源管理到產品末端所需的生產、營運、銷售與運輸等成本，並從善用廢物中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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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夥伴才能戮力完成，關鍵在於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可以彼此獲得必

要的共享資源/活動(Zott et al., 2011)來實現價值創造，其中需要建立可以分

享願景的合作夥伴網絡(Ballon, 2007)，共同讓成員致力於滿足 TBL 目標

(Nosratabadi et al., 2019)。因為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協作是 SBM 必要條件

(Stubbs & Cocklin, 2008)與創新大多在協作環境中產生成果 (Camargo 

Benavides & Ehrenhard, 2021)，例如：里仁與與合作夥伴菩提樹生技公司研

發各種「有機蔬果醱酵原液」廣獲消費大眾的好評即是一例。(六)關鍵資源

與(七)關鍵活動聚焦於創造價值/管理客戶關係/履行價值主張時，需要掌控

必要的資源/活動(Ballon, 2007; Johnson et al.,2008 等)，因為 SE 透過重直整

合並有效管理資源可以獲得競爭優勢(Hendrikse & Feng, 2013)與使用活動/

資源來開展業務/實現價值創造。不過，SE 參與商業/社會/環境等活動皆

涉及內容/結構/資源/治理等運作方式(Zott & Amit, 2010)，但旨在創造顧客

/經濟/社會價值(Teece, 2010; Zott et al., 2011 等)。例如：里仁經常投入資源

舉辦各種關懷土地/生態/慈善等活動來履行 CSR 行動。(八)收入流與(九)成

本結構是企業決定永續生存與否的財務模式，考慮大多數 SE 難以永續經

營(Dees, 1998)，此意謂它需有永續性長期收入來支撐(Ballon, 2007)才能避

免此現象。因為價值創造需由收入流/成本結構來獲取(Stratan, 2017)與產品

/流程/技術創新為實現永續價值(Hansen, Grosse-Dunker, & Reichwald, 2009)。

例如：台灣 SEs 有 7 成以上的營收來源是產品/服務銷售，而里仁每年高達

10 億以上的營收極為罕見，此印證成功與否關鍵在於財務模型(收入流/成

本結構)。總而言之，我們構建里仁的 SBM 完全符合 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的 BMC 主張，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剖析發現 SBM 具有極多利益，印

證圖 2 的 SBM 是值得可行又具有容供台灣 SEs 暨相關產業之參採價值。 

 

四、兼論綠電發展現況 

2021 版促進有效能源轉型(fostering effective energy transition 2021 

edition)洞察(insight)報告(World Economic Forum, WEF)顯示 2018 全球 81%

的能源仍以化石燃料(fossil fuels)為基礎(經濟部能源局統計 2018 進口化石

能源 93.6%)，但化石燃料(煤炭 /石油/天然氣等)會增加溫室氣體排放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100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81 -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GGE)2而造成人類/生態的負面影響，以及化石燃

料易受石油價格衝擊(Abbasi, Premalatha & Abbasi, 2011)而導致 90 年代後

期的研究開始積極尋找替代能源，RE 由此應運而生。基於此，近幾年在能

源安全/氣候變遷/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問題上而使 RE 行業也隨之水漲船

高，從而 RE 變為能源轉型的契機與現代發電的創新選擇，其取之不盡/用

之不竭的無窮潛力能夠滿足全球能源需求。美國環境保護署(EPA)定義綠電

(green power)是 RE 子集(subset)，代表那些可提供最高環境效益的 RE/技

術，其電力來自於太陽能 (solar)/風能 (wind)/地熱 (geothermal)/沼氣

(geothermal)/ 合格生物質 (eligible biomass)/ 低影響的小型水力發電

(hydroelectric)等來源，我國經濟部能源局簡化綠電是由 RE 發電設備所生

產的電力。去(2021)年底擁核/天然氣三接站遷建等公投闖關失敗而確定落

實「2025 非核家園」目標，政府必須迅速開發 RE/能源轉型/電業改革而期

能 2025「綠能發電 20%」目標。但最近停(跳)電事件與正逢核能/燃煤退役

期而引發民眾/業界的驚慌，特別是高耗能產業的台灣半導體(鎮國之寶)。

目前美商 Synopsys/Entegris/Microsoft/Intel與日商ADEKA等國際大廠相繼

來台投資設廠，以及台積電決意投資台灣而加碼擴廠，此匯聚於台灣並合

作共贏而形成國際半導體生態鏈，從而讓台灣成為全球半導體先進製造中

心之最佳良機。不過，政府為因應全球「2050 淨零排放」的新趨勢下，必

須儘速克服/解決七缺(缺人才/缺水/缺電/缺地/缺工/缺綠電/缺碳權)等新挑

戰，才能讓跨國大企業(如：Google/Apple 等)同意加入 RE100 倡議(make the 

commitment to go 100% renewable)而承諾 100%採購當地的綠電，此即台灣

資源轉型與發展 RE 之利基所在。 

台灣正在積極進行資源轉型中，2009 年頒布「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受

限於 RE 關鍵技術與相關配套措施尚未周延而未見佳績，2019 基於實務需

要與配合國際新趨勢而修正該條例。考慮國內能源主要仰賴進口

(2021/97.34%)，以化石燃料為最多，而 RE 僅占 2.66％。目前能源轉型以

減煤/增氣/展綠/非核等潔淨能源為發展方向，並確保電力供應穩定與兼顧

降低空污/減碳。其中(一)展綠以發展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為優先，並列入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綠能建設)的重點，根據經濟部 2020能源轉型白皮書顯示，

                                                       
2  GGE 包括 CO2/CH4/N2O/HFCs/PFCs/SF6/NF3 等，以 CO2 為主要量度，目前環保署盤查以

ISO/CNS14064-1/GHG Protocol 議定書規範為依據，並視不同範疇予以鑑別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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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設置量(4,572MW)/發電量(60 億度電)已大幅成長 4~5 倍、風力發

電成長約 25%與其他再生能源(地熱能/生質能/慣常水力能等)則無顯著成

長。(二)增氣以天然氣發電(50%)為主，並加速推動中油在臺中/永安接收站

擴建計畫與桃園第三接收站興建計畫、台電規劃新建協和/台中港接收站等

措施。(三)減煤以淘汰燃煤機組而改以燃氣機組為主。(四)非核以歸零思考

而務實往核淘汰為原則。台灣為落實 Glasgow 氣候協議(Climate Pact)－控

制全球暖化於 1.5℃，蔡總統亦宣布邁向「2050 淨零碳排」為首要目標。行

政院也隨即公布各項配套措施：經濟部 2035 年設置 15GW 離岸風電(如台

積電與沃旭能源於 2020/7 月簽訂全球最大離岸風電購售電合約(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PPA)與宣布加入 RE100 行列)、環保署成立「資源循環

/氣候變遷辦公室」與完成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更名為「氣候變遷

因應法」並正式讓「2050 淨零碳排」入法…等項目。目前(2020/11 月)國內

的 RE 發電量占比已達 5%以上，並啟動「用電大戶條款」要求終端用戶使

用綠電/碳中和/RE100而使台灣企業紛紛響應使用 100%綠電的行動。其次，

2017 頒布實施新修正「電業法」讓綠電自由化入法而開啟台灣能源轉型之

重要里程碑，其中再生能源憑證(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RECs)由「國

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經濟部)」執行核發與管理，自 2017/5 月開辦以來迄

今已發行 1,265,663 張(含風力能 958,917 張/太陽能 306,549 張/生質能 197

張等)。RECs 是 RE 提供綠色電力生產的身分證明，此綠色標籤(green 

tags)可透過直供 /轉供 /代輸 /售電業售給需要用戶而成為綠電交易之

工具。台灣是東亞第一個啟用認購 RECs 的國家，每張 RECs(1000 度

綠電)以 mWh/kWh 方式計量，並於憑證載明電力的來源類型 /生產地

點/生產時間。  

鑒於 RE 有助於於減少 GGE 與促進 SD 而被視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

條件，因為 RE 有助於在能源安全/社經發展/能源獲取/減緩氣候變化/減少

環境與健康的負面影響而帶給人類發展上的利多機會。即便如此，它在實

務執行上也面臨許多障礙/挑戰(Abbasi & Abbasi, 2010)，例如：(一)日益頻

繁/不可預測的極端天氣事件暴露電網的脆弱性而凸顯對輸配電基礎設施

進行現代化改造/增強彈性的迫切需要，目前全球只有 13 國在過去十年取

得持續收益而證明維持進步的困難/能源轉型的複雜性(WEF, 2021)。(二)即

使台灣日照條件頗適合太陽能發展，但種電發展在規劃場址時，仍需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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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地大小/土地利用效益/候鳥棲息/魚類生存/濕地生態/養殖戶生計/原住民

傳統領域等不易解決的因素(陳其暐，2021)。其中主婦聯盟 2016 積極成立

「綠主張綠電合作社」，卻受制於屋頂設置太陽板的申請繁冗(至少需一年)/

廠商品質難以控管/架設門檻限制而於隔年才完成第一座屋頂太陽能(命名

天空 1 號)即是一例。目前僅有新北市庶民發電學習社區合作社(2018)/新北

市智慧綠能社區合作社(2019)/嘉義縣大林公民電廠生產合作社(2019)/金門

縣再生能源社區合作社(2019)等(顏神鈦/陳歆怡/王舜薇，2021)極有努力發

展的空間。(三)相較於風力/太陽能發電的間歇性/不穩定性，而生質能發電

穩定可操性高但發電角色卻妾身未明，凸顯政策支持力度相對不足(羅時芳，

2021)，此從生質能在 RECs 統計僅 197 張遠低於風力能 958,917 張/太陽能

306,549 張即可證明。(四)RE 於萌芽時的開發技術未臻於成熟而使其成本

偏高而不易吸引投資者的關注眼光，若缺乏全面的政策/監管框架/基本設

施的構建/合格人員的培訓或維護…等而導致 RE 的生產變得更昂貴與無法

負擔(Kumar & Majid, 2020)。(五)RE 技術發展可能面臨重大基礎設施障礙

而與電網呈現不可靠連接(Kumar & Majid, 2020)而使全球電力系統迫切需

要電能安全至關緊要，台灣最近發生全國大停電問題即是前述障礙/挑戰的

縮影，這是台灣在發展 RE 過程無法逃避的困境，應由相關單位檢討改進。

總而言之，臺灣能源轉型往「淨零排放」目標邁進，因而淘汰高碳排/高風

險的能源勢在必行，因而行政院自去年起即以「綠能推動/產業發展/科技創

新/綠色金融」為四大願景，持續在「積極節能/多元創能/智慧儲能/靈活系

統整合」等四大主軸下，打造臺灣為智慧能源島/亞太綠能中心。 

 

肆、發現與討論 

一、BMI 的醞釀過程 

政策/理念的產生自有其醞釀過程，剛開始由先行者提出試圖打破傳統

慣例的怪異新想法，並逐漸在組織之內成形與驅動變革。里仁的創新源頭

濫觴於創辦人出於一顆慈心的價值觀而以「顛覆性思維」開啟台灣「有機

智慧」革命的新紀元，此即本研究第一發現。他起先仿效傳統「店鋪模式

(shopkeeper model)」成立一個面積不到十坪的小商店開始經營有機蔬果，

但因這個慈心隱含永續性 TBL 等思維而造就一門好生意(Weerawarde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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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 2006)，也因此奠定今日成功的基礎。前述「有機智慧」術語被定義為

「公司為研發及生產健康且養生保健的有機產品而採取智能過程(Wu, 

2021)」，今日台灣有機產業的蓬勃發展即源於此。平心而論，創辦人的價

值觀持續影響公司文化有幾個世紀之久(Labovitz & Rosansky, 1997)。Oster 

(2009)呼籲公司應尋找「積極偏見者(positive deviants)」，只要他提出好又有

用的新想法總比墨守成規來得更重要，即便所有的新想法不一定都有創新

效果(Denning, 2015)，但新理念總能引領創新(Oster, 2009)，里仁就在這樣

背景下而成就今日榮景。不過，里仁沒有能夠適用於整個公司的具體計畫

(包括投資/創新等)，但到處卻有顯而易見的創新事實，此即本研究第二發

現。這個發現印證「創新非隨機出現而取決於世界存在的條件與可能性，

並由有創造力的人不斷發明基於科學新技術的產物(Denning, 2015)」。即使

創新是應用新想法於資產/設備/流程來創造價值，但制定明確的計劃/策略

若無創造力也不會產生創新(Denning, 2015)。例如：里仁利用原有技術能力

/知識，並結合一些新想法而成功地轉變為新的產品/流程/BM，從而提供滿

足客戶價值的新產品。 

由於 BMI 是企業的核心業務，它涉及組織的關鍵活動－結構/資源/流

程等技術與非技術項目。根據「Oslo Manual」規範，技術創新通常與產品

/流程相關，而非技術創新與組織/營銷相關(OECD, 2005)。我們簡述里仁

的創新軌跡： 首先，技術因素－技術創新通常採用融入流程/產品的新技

術方法，此即技術產品/工藝(Technology product and process, TPP)創新。

TPP 創新包括已實施技術性之新的產品/工藝或產品/工藝的重大技術改良，

因為主要它聚焦於技術而體現在產品/服務/流程的成功。由於技術推動創

新是創新者不斷發明新技術的產物(Denning, 2015)而成為競爭優勢的源泉

與 SD 的核心(Jaksic, 2016)，它與非技術創新相互依存(Damanpour, 2014)。

Wong (2014)將開發新產品歸類突破性(radical)創新/改進現有產品的漸進性

(incremental)創新，例如:里仁與合作廠商共同突破技術瓶頸，開發多元健

康的商品－活力淨洗衣粉/organic 有機衛生棉為友善海洋產品，榮獲「2016

潔淨海洋產業博覽會」參展標章與 2020-2021 經濟部「Buying Power -社會

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勵機制」等殊榮；以及採用有機穀物為基底並利用

醱酵(fermentation)作用/厭氧代謝(anaerobic metabolism)過程來生產「有機發

酵液」，此基於研發創新的產品深受顧客喜愛而為突破性創新(Wo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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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例。另外，里仁將超量生產的有機穀物改製有機米漢堡/米果等加工食

品、許多剛被颱風吹落的有機柚子立即回收並改製有機柚子蛋糕/果醬、為

達永續循環與蔬果減塑保鮮效果而改採可堆肥生質包裝「100%生物可分解

袋(自 2017/8 月-2018/12 月底已減省 823 萬個塑膠包材)」，已獲國際生物分

解產品協會(International Biodegradable Products Institute, BPI)之有機肥認證

標章(Compostable Logo)與歐盟 OK Compost/Vincotte 的生物可分解認證，

此即漸進性創新(Wong, 2014)的實例。總而言之，里仁因 TPP 創新而降低

成本與提高生產效率，並從廢物中減少不必要浪費而創造價值(Bocken et 

al.,2014)，因而贏得顧客的稱讚。如前所述，里仁遵循 Schumpeter(1934)暨

先前研究之技術創新理論，並展現 TPP 績效，符合 TPP 是企業 SD 的核心

(Jaksic, 2016)，此即本研究第三發現。 

其次，非技術因素方面：(一)里仁「創新引擎(innovation engine)」始於

創辦人的顛覆性創新思維，他的慈心開啟里仁的有機事業版圖，也催化其

忠實信徒履行創新文化(Labovitz & Rosansky, 1997)而展現一系列的創新成

果。這種信念化為實質產品/服務而呼應新理念總能引領創新(Oster, 2009)，

以及里仁門市廣設於住宅區並經常在學校/社區體驗活動等場合進行教育

公眾來轉移他們飲食觀念，因而驅動新到有機市場(new-to-the-organic 

market)/新到社區之成功營銷模式(OECD, 2005; Wu, 2021)。因為營銷是企

業為顧客創造價值並建立顧客關係之過程，並提供適合他們的產品/服務，

其中 70%的營收來自於集團營銷模式。 (二 )里仁「協同創新主導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led)」模式係建立在誠信/互助/感恩的核心價值上，

並兼顧生產者/銷售者/消費者三位一體的「誠信互助/互利共生」之相互依

存關係。據此，他們將所有利益相關者(如：員工/生產商/供應商/消費者等)

皆視為合作夥伴而共謀協作行為。因為他們主要是福智集團的忠實信徒而

認同其願景/使命並願意保持長期穩定的協同關係，其中許多長期擔任義務

志工協助銷售/服務、推廣社會公益與積極參與協同創新等活動，藉以確保

「服務不打折」目標。前述協同創新被定義為一種藉由分享想法/知識/經驗

/機會來創造超越公司/行業限制的創新(Ketchen, Ireland & Snow, 2007)，因

而所有合作夥伴參與協同行為係基於情感的信任、平等對話與信守承諾的

基礎上而發揮協同效應(Fuchs & Schreier, 2011)。例如：前述深受顧客喜愛

「有機醱酵原液」係透過協同合作而開發的產品，因而在彼此協同運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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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能體現其承諾/信任的價值。(三)里仁為關懷生態/顧客健康而進行有機理

念的教育/傳播是履行社會創新的模式，此理念傳播所帶來的社會/環境價

值遠大於經濟成果，並透過社會營銷手法來改變目標群體的消費行為。社

會創新被定義為其結果或方法的本身具有社會效應的創新，即一種新觀念

(產品/服務/模式)，並同時滿足社會需求/創造新的社會關係與合作(Murray 

et al., 2010)。例如：里仁教育農民改為有機耕作方式，並以宗教影響力而

成功經營有機事業而發揮典範轉移效果來滿足其他的社會需求，此即社會

創新之表徵。(四)里仁創新來自「邊做邊學」中產生，此屬於突現/自發性

(emergent/ spontaneous)創新而非意圖 /計畫 (intended/planed)創新 (Oster, 

2009)。因為意圖性計畫/策略不一定能夠創新(Denning, 2015)，但非計畫性

的突現策略可以因應未預見環境而採取必要行動，有時反能促進企業成功。

這種不按理出牌而達出奇制勝的創新被 Wu (2021)定義為「非典型創新

(atypical innovation)」是一種不遵循既定慣例的革命性方法而具逆向思維/

出其不意/不斷創新的創新。例如：里仁創辦人進行「有機智慧」的創新視

為一場關乎人類飲食健康的價值革命而確立社會「典範轉移」作用，此體

現「非典型創新」的本質係歸因於里仁關愛消費者健康並履行社會使命所

展現永續價值創新模式而成為台灣標杆 SE，此即本研究第四發現。 

自 Schumpeter (1934)提倡創新以來，TPP 是創新文獻的主軸，但 BMI

已變為 21 世紀的新主流。即便 TPP 創新基於技術創新，但它有時會觸發

企業在營運/商業活動/BM 的變化，此即 Zott & Amit (2010)呼籲管理者必

須超越流程/產品層面，轉於 BMI 之原因。如前所述，TPP 與 BMI 名義上

雖為不同的創新類型，但創新過程皆涉及組織活動，特別是內容/結構/治理

(Amit & Zott, 2012)而呼應創新類型是相互依存(Damanpour, 2014)，此證實

TPP 是 BMI 之一環。同理，非技術創新無論是營銷/社會/協同/非典型等創

新過程皆離不開組織的資源/流程/活動，故非技術創新亦是 BMI 之一環。

因為創新是企業經營之有效利器，並利用公司的資源/能力來開發滿足顧客

需求的產品。不過，Saebi & Singh (2015)認為並非所有 BMI 皆視為創新，

因為企業新的 BM 變化早被業界知悉就只能被視為適應而非創新，此印證

無創造力(早被業界知悉)就不會產生創新(Denning, 2015)。其次，考慮台灣

的有機農業屬於新興產業，而 BM 的核心關鍵在於如何持續為顧客提供永

續價值，導致 BMI 聚焦於創造對顧客需求之新 BM(Amit & Zot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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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ensen et al., 2016)。因為任何創新想法皆以滿足當前/潛在顧客的需求

為起點與終點(Oster, 2009)，尤其企業需以更深入貼近/了解顧客的期望才

能創造他們新需求。基於此觀點，我們認為只要能滿足/創造顧客需求並持

續為他們提供永續價值的活動皆是 BMI 而非適應，意即里仁的 TPP//協同

/社會等創新皆屬於 BMI。即使過去證實 BMI 是競爭優勢/價值創造之來源

(Teece, 2010; Jaksic, 2016 等)、企業成功的關鍵(Magretta, 2002; Zott et al., 

2011 等)，但創新取決於世界上存在的條件與可能性(Denning, 2015)，此意

謂 SEs 需考慮不確定性的環境條件(Świerk, 2016)與動盪環境可能阻礙重新

設計 BM 的靈活性(Diaconu & Dutu, 2014)而抑制創新的發展。據此，里仁

身為台灣有機產業的龍頭，期許他們秉持過去「顛覆性創新」的精神繼續

顛覆傳統並樹立 SBMI 的典範，特別是永續價值透過 TPP 創新來實現

(Hansen et al., 2009)與強化協同創新作用而讓所有利益相關者皆蒙其利，才

能體現里仁履行社會使命的願力所在。 
 

二、成功關鍵因素 

企業為維繫生存/SD 而圖謀於不敗之地，其組織內必擁有許多獨特的

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s, KSF)。KSF 概念是 Daniel (1961)首創，他

認為一個企業為成功需要做得特別好的重要工作，大部分企業有 3~6 項決

定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KSF 被定義為企業經由活動領域與所掌握的資源

而發展其獨特優勢(Hofer & Schendel, 1978)或企業面對競爭所需具備最重

要的競爭能力或資產(AaKer, 1984)。Schaltegger et al. (2012)列出成本/成本

減少、風險/風險降低、雇主吸引力、銷售額/利潤率、創新能力、聲譽/品牌

價值等 6 項驅動企業成功案例的關鍵因素(即 KSF)、Goni et al. (2021)表明

SBM 需要考慮永續性/資訊科技/循環經濟/核心價值/價值創造/組織價值觀/

績效管理/價值鏈/利益相關者參與等 9 項關鍵特點(即 KSF)，以及 Stratan 

(2017)強調 SE 的成功因素有管理階層/合作夥伴的動機與承諾、法律/監管

環境、強有力領導、組織的 BM、管理專長、組織中關鍵人物的專長、當地

社區參與、財務永續性、創新能力、合理使用資源等 11 項。Geissdoerfer, 

Savaget, Bocken & Hultink (2017)綜合過去文獻而定義循環經濟為一種再生

(regenerative)系統，並在該系統中透過減緩/關閉與縮小材料/能源的循環，

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資源的輸入/浪費/排放/能源洩漏(energy leakage)。特別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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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設計/維護/維修/再利用/翻新而減少投入/浪費(Geissdoerfer, et al., 2017)。

這些研究的 KSF 大同小異，顯然已變成企業(SEs)放之四海皆準的通則。 

我們剖析前述資料發現里仁的 KSF 包括(一)具有清晰的願景與使命陳

述作為長期發展方向，其中願景/使命皆具 TBL 的永續性思維，以及價值

觀與目標陳述內容皆能吻合先前研究(Schaltegger et al., 2012; Stratan, 2017; 

Goni et al., 2021)的 KSF 範圍。例如：里仁的 Logo 連續五年(2018~2022)榮

獲「康健雜誌」票選「信賴品牌」有機通路第一名而成為 MIT 永續信賴品

牌。(二)具有明確的 SBM 用以履行其經營理念/賺錢邏輯(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與關注社會/環境使命(Mair & Marti, 2006)而成為其競爭優勢

的關鍵驅動力。其中 SBM 內容關係 KSF 的關鍵特點皆符合先前研究

(Schaltegger et al., 2012; Stratan, 2017; Goni et al., 2021)的發現。(三)他們忠

實服膺創辦人的「顛覆性創新」理念而進行一系列由基層自動發起非計畫

性(突現)的創新，這些具創造力的創新行動引發他們驅動新到有機市場/新

到社區/新到公司之成功模式(OECD, 2005; Wu, 2021)。(四)他們實踐誠信/互

助/感恩的核心信念，並將「誠信」奉為圭臬而展開與合作廠商/有機農場/

消費者等合作夥伴維持長期穩定且彼此信任的協同關係，此協同合作可以

確保組織持續運作(Evers, 2005)而邁向成功。這種以「協同創新主導」模式

建立生產者/銷售者/消費者同為一體的相互依存關係，進而發揮協同效應

(Fuchs & Schreier, 2011)。(五)他們服膺社會創業精神來實現價值創造(Mair 

& Marti, 2006)與利用師法商業模式來支持社會使命(Dart, 2004)，不僅以「理

念行銷」進行翻轉教育之任務，並樹立「典範轉移」效應轉移到服務為基

礎與以人為本的創新模式。例如：里仁結合志同道合的修行教友而引入志

工的服務創新模式，隨時快速派遣至各門市/合作農場及時支援，再整合供

應鏈創新模式/價值交流網絡機制而為創造顧客價值做出貢獻。整體觀之，

里仁在遵守法律規範/監管環境之下，其中 KSF 以自發性創新力量為最具

關鍵，因為它是催動永續性創新並帶動里仁邁向成功的總引擎，進而落實

他們履行 TBL 使命與實現為顧客/社區/利益相關者創造永續價值的願景，

這些 KSF 的有效整合才能成就今日的榮景與持久性競爭優勢。 

即使 SE 是能以永續方式解決社會/環境問題之最有效組織，但台灣 SE

多為 SME，約有 40%左右處於虧損狀態而導致它們只滿足於生存，甚至無

力承擔 CSR。不過，里仁因長期熱衷於大地/生態/慈善等活動而將 CSR 融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100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89 -



入於企業核心價值，連帶增強社會公眾的好感度而帶來許多新商機，這些

創業思維、具體創新行動與公司的吸收能力有關(Gauch & Blind, 2015)。由

於他們以「誠信」起家並長期奉「誠信」為圭臬，用以深耕人際之間的信

任關係並強化與合作夥伴的真誠交流(例如：使用搏感情的方式關懷與陪伴

農友，並免費傳授有機耕作的技術/提供經濟援助與保證以合同價格收購等

措施)而讓農友們特別感激，導致信任變為雙方決定協同創新的關鍵條件。

因為利他主義(altruism)/親社會(pro-social)的態度能在組織/社區/社會的成

功繁殖(reproductive success)上發揮作用(Bowles, 2004)，甚至以顛覆傳統觀

念採取不使用廣告的營銷模式，卻創造出令人驚訝的業績。考慮 SE 常有

透明度(transparency)不足問題(Burger & Owens, 2010)與缺乏透明度立法

(Ortega-Rodríguez, Licerán-Gutiérrez & Moreno-Albarracín, 2020)，導致他們

只能採取自願披露信息的政策而影響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權益。例如：前述

KSF(即營業額/利潤率)在里仁官方訊息或網路皆未公開，而表 1 的營收是

根據福智卡的公益回饋金予以概估而非實際數字。我們曾 mail 詢問是否提

供財務報表(包括營業額/創新相關經費/AWS 雲端平台等)，但他們皆以機

密理由回絕或未答覆即是一例。鑒於透明度的價值係隱含在 NPO/SE 應透

明為利益相關者揭露相關與可靠的信息之中(Burger & Owens, 2010)，以免

直接影響組織的未來(Hale, 2013)。因為 SE 事關社會公益/利益相關人的權

益而自應主動公開揭露可靠信息，此做法不僅增強利益相關人對公司績效

之信心，更能促進雙方彼此在互信的基礎下而創新合作共謀解決社會/環境

問題，從而讓 SE 因 100%透明而增強市場競爭力。即便公司法規定實收資

本額 3000 萬與營業淨額 1 億以上者(里仁的實際狀況應符合前揭條件)，其

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提請股東同意/股東常會承認。但，里

仁的股東僅內部股東(福智/慈心基金會)而無外部股東，又非公開上市公司，

因無法依證券交易法規定公開揭露財務相關報表而造成秘而不宣的現象。

基於此體認，我們認為身為龍頭的里仁應要體察他們業務因涉及社會公益

/利益相關人權益之良心事業而主動公布每年度已查核簽證的財務報表報

告，此帶頭示範作用必能彰顯透明度的重要性而有助於實現一個更美好世

界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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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綠電的可行性 

全球能源轉型在 2010~2020 有令人鼓舞的進展，但它要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與整個經濟/社會的系統性轉型(systemic transformation)方為允當

(WEF, 2021)。過去許多投資者困於前述(第三章第四節)RE 的障礙/挑戰而

失去信心，導致害怕失敗且不願投資(Kumar & Majid, 2020)；但 RE 對減少

GGE /促進 SD 與 GDP(Prince & Okechukwu, 2019; Vasylieva, Lyulyov, Bilan 

& Streimikiene, 2019; Liczmańska-Kopcewicz, Pypłacz & Wiśniewska, 2020 等)

極有助益，此意謂 RE 的重要性是值得投資之新選擇。例如：全球能源轉

型投資在過去十年倍增成長(250→500億美元)與太陽能光伏(PV)/陸地風電

的均化能源成本(evelized cost of energy, LCOE)皆大幅降低(0.38→0.07/0.086

→0.053 $/kWh )證明 RE 投資的優越性(WEF, 2021)。其他學者也提出類似

主張如：增加 RE 投資有助於實現 SDGs(Liczmańska-Kopcewicz et al., 2020

等)與驅動環境承諾/成本節約(Hojnik & Ruzzier, 2016 等)，意即投資 RE 是

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重要方向(Liczmańska-Kopcewicz et al., 2020)。其次，

去年 Glasgow 決議：(一)積極朝 2050 達到「淨零排放」目標邁進；(二)逐

步減少(phase down)燃煤能；(三)呼籲巴西等百餘國必須承諾 2030 年前停

止濫伐森林等象徵全球重視 RE 新趨勢。因為 RE 是 SD 的重要來源，也能

顯著促進經濟增長。由於風能/水能/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等是取之不盡/用

之不竭之在地天然資源，目前全球化石燃料持續減少而 RE 卻持續增長，

意謂 RE 在世界新趨勢下是可行性投資，有利於未來投資與發展，這是把

握能源轉型並實現「淨零排放」之最佳時機。注意 RE 研究始於 90 年代末

尋找替代能源之際，目前研究正關心 RE 的發展前景，但 RE 能源因有巨大

潛力而導致投資它帶來可觀效益。Ellabban et al. (2014: 757 表 4)列出不同

來源的優劣如：生質能的優點是豐富又可再生/可用於燃燒廢物；缺點即燃

燒生物質會導致空氣污染/可能不划算…等。目前全球/台灣的 RE 皆以太陽

能/風力能為投資重點，但生質能/地熱能卻相對稀少(如：台灣核發 12 萬餘

張的 RECs，其中生質能僅 197 張/地熱能 0 張足以證明)。這些稀少現象可

能受制於本身條件如：地熱發電廠(geothermal power plants, GPPs)於施工過

程有誘發地震(induced seismicity)的風險而導致投資者望而卻步，但此誘發

多屬於低震級的高發生率(Megies, 2014等)，2017年韓國浦項(Pohang)的 5.5

級地震起因於人為疏失而造成 GPP 變為廢墟即是一例。不過，Lu (2018)建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100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 91 -



議台灣政府應參考國外經驗並建立地熱勘探數據庫，藉技術突破增強型地

熱發電系統(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 EGS)的瓶頸而帶動地熱能產業之

穩定擴張。因為 Bürer & Wüstenhagen (2009)強調支持性的政策環境對 RE

投資很重要與技術變革扮演在至關重要的角色，特別是特定技術的成本/成

熟度(Ellabban et al., 2014)。 

台灣日照條件頗適合太陽能發展與台灣西海岸(桃園→雲林)是風力發

電的優良場址、台中一帶的外海有離岸風電之最佳海域，此絕佳條件因而

吸引美/日/德/丹麥/荷蘭等國廠商紛紛來台投資風能資源。其次，慣常水力

能/生質能/地熱能等有健全監管框架(Kumar & Majid, 2020)與政策支持度

(Bürer & Wüstenhagen, 2009; 羅時芳，2021)亦大有可為，例如：台灣可仿

效紐西蘭生質柴油合作社將「廢棄食用油提煉為生質柴油」模式，藉以降

低 GGE(王永昌，2018)。其次，台灣最近一年連續發生嚴重跳電事故造成

約 70 億損失而凸顯過去傳統集中式電網的脆弱，應迅速將集中式改為區

域/分散式的「智慧電網」，才是未來能源轉型的關鍵。WEF, 2021)曾建議提

高能源轉型彈性方法：(一)政策制定者應優先採取支持經濟/勞動力/整個社

會的措施，並用包容性方法來評估能源/投資政策；(二)電氣化與擴大 RE 投

資需迅速加強跨部門合作/增加研發資金；(三)能源轉型的資金缺口需加強

公私部門朝多樣化/有彈性的合作，特別注意這些進展是不可逆轉。由於 RE

系統仰賴電力(電子)設備，以併網/獨立模式來控制 RE/連接負載而應朝智

能電網發展，此將 RE 資源整合於智能電網系統中因勇於迎接所有挑戰而

有助於滿足不斷增長的電能需求(Ellabban et al., 2014)。關於加強公私部門

推動資源轉型(WEF, 2021)，我們認為里仁採取下列積極合作之作為：(一)

全力支持政府推動能源轉型政策並帶頭號召合作夥伴參與 RE 開發，此符

合他們長期關懷社會/生態的社會使命；(二)積極認購 RECs 供分散於全國

各地有機門市使用「100%在地採購綠電」，並督促國外門市配合當地政府

採取「100%在地採購綠電」政策；(三)善用 SBM 的創新力量投入於 RE 的

開發/創新/改良而提供新產品(服務)，藉以整合整個社會共同創造顧客/公司

/社會/環境的永續價值而發揮典範轉移作用；(四)妥善應用公司的保留盈餘

轉投資(公司法規定需低於公司實收股本 40%)於非無限公司/合夥事業的

RE 產業而形成策略聯盟/互享彼此資源/多角化經營，藉以提昇競爭力/分散

經營風險；(三)運用本身成功的經驗，扶植/協助/支援其他 RE 相關業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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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SBM；(五)里仁轉投資於其他 SE/合作社而成為法人股東，此符合 ICA

「社區合作」的精神，也能共同促進台灣 SE/合作社之健全發展。例如：里

仁投資綠電合作社共同發展 RE、投資於馬納合作社/光源 SE 共同發展原鄉

有機事業與投資於友善住宅合作社共同推動合作住宅(co-housing)/社會住

宅以綠建築(green building)模式興建符合 UN的 SDGs之永續住宅…等皆無

不可。前述綠建築係指符合生態/節能/減廢/健康之建築，此轉投資的積極

作為符合里仁的願景/使命，並於 RE 投資中創造實現 TBL 目標，有助於建

立公司形象/品牌價值/永續經營。 

 

伍、結論與建議 

一般來說，SEs/CEs 的設立初衷皆以永續經營為終極目標，因而需要

運用公司的資源/結構/人力/治理/活動/創新能力等構建完善 SBM 來實現永

續價值。即使 SE 以使用商業策略來創造經濟價值，但履行社會/環境價值

的雙重使命才是關鍵(Mair & Marti, 2006)。據此，我們遵循 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的 BMC，並擷取先前研究的精華而修正 SBM 如圖 2，圖 2

顯示里仁「生產者/銷售者/消費者三位一體」的互助合作模式與 BMC 的 9

項關鍵因素而構成本研究的架構。我們發現里仁的 KSF 以創新力量為最具

關鍵，因為此動態能力濫觴於他們創辦人的一顆慈念而開啟「有機智慧」

革命，在當時不被看好之下，他親身以「顛覆性思維」進行「社會創新」

的艱難任務，從鼓勵農友轉作有機栽培到教育公眾吃出健康皆真誠展現誠

信/互助/感恩的信念，他的價值觀到現在持續影響里仁的經營文化(Labovitz 

& Rosansky, 1997)。他忠實信徒持續服膺「有機智慧」的價值觀而進行一連

貫由基層自動發起非計畫性(突現)的創新，此革命性的創新造就里仁在台

灣有機市場的成功與社會典範轉移的效益，也能成就今日榮景歸因於其經

營思維秉持創辦人的價值觀與呼應 OECD (2005)的新穎原則而展開「新到

有機市場/新到社區/新到公司」等具體創新行動，才能在社會/環境的艱鉅

挑戰中立於不敗之地(Senge et al., 2007)。此即里仁成功之關鍵所在，而這

些發現與建構 SBM 亦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其次，我們也剖析台灣在綠電

的現況/困境，並提出投資 RE 可行性與改進方向。總而言之，里仁成功的

創新模式皆符合先前研究，而我們構建 SBM 架構提供一個有趣視野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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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邁向 SDGs/淨零碳排之目標下，此模式為 SEs/CEs/RE/SME 等新興

產業提供借鑒參考。 

里仁的資本/營收在 SEs/CEs 算是極為罕見的佼佼者，依公司法規定財

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提請股東同意/股東常會承認。但，里仁

沒有外部股東又涉及社區與利益相關人的權益，此財務報表理應主動公告

讓社會大眾/利益相關者皆能知悉其實際財務狀況，方能允當釋疑公眾的疑

慮。據此，我們建議政府應將公司法/合作社法適時修法，即 SEs/CEs/公司

涉及社會公益/所有利益相關人的權益時，皆應依證券交易法規定主動公布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的財務報表始為允當。因為他們皆仰賴於社會大眾的

信任才能永續經營，本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事業良心而

主動公布財務報表。其次，里仁長期關懷社會/生態並寄盼社會大眾吃出健

康，我們建議他們透過志工參與服務模式，以低價租用中華郵政公司釋出

的閒置房屋作為長照基地，並委託郵遞員/合作社/門市店員等協助替獨居

長者/殘疾人/低收入人士提供免費膳食/照顧服務，此公私合作模式(WEF, 

2021)協助政府推動長照業務，有助於提升社會形象/永續競爭力。至於推

動能源轉型方面，我們建議(一)政府應加速推動「智能電網」計畫，並克服

實施過程的困難(如：電網危機問題/淘汰老化的基礎設施與管線/增設併網

節點等)，以免影響民眾/業界的權益；(二)重新檢討未盡周延的法令(如：

生質能發電之妾身未明的角色等)並簡便作業程序(如：申請屋頂設置太陽

板過於繁冗等)，期能讓台灣 RE 產業蓬勃發展；(三)鑒於地熱能的開發不

盡理想，政府應加緊擬定妥善投資/創新計畫予以積極推動，包括 GPPs 可

能因操作疏忽而誘發地震之風險，並加強 EGS 的研發/創新，藉以突破開

採技術的瓶頸而讓台灣地熱能開花結果；(四)政府應強化 RE 的政策環境/

監管框架，並積極建立其基本設施與合格操作員的培訓/維護/管理知能；(五)

督策 RE 相關單位應嚴格制訂防呆控管/應變回報機制，並嚴格督導承攬商

/施工單位確依 SOP 程序履行該有施工作為，藉以確保全民的生命財產之

安全/國民經濟之福祉。(六)啟動投資淨零審查機制讓國際科技大廠來台投

資設廠，無法規避土地汙染/食品健康安全等爭議事端，政府應適時對環評

修法並納入氣候變遷/碳排放/100%綠電等關鍵因素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機制」之中，才能對落實「2050 淨零排放」路徑與實現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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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合作事業與社會企業共創雙贏的永續

發展模式 

與談人：梁連文 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D)是目前備受重視的議題，本篇論

文以 Stubbs & Cocklin (2008)概念化 (conceptualizing)之永續商業模式

(sustainability business model, SBM)，彌補其未剖析其間的演變過程，透過

里仁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里仁 )個案，研究其變化的過程。作者擷取

Schaltegger, Lüdeke-Freund & Hansen (2012)的 6 項關鍵驅動因素與 Goni, 

Chofreh, Orakani, Klemeš, Davoudi & Mardani(2021)的 9項關鍵特點，建構

SBM。綜觀全文，從永續發展(SD)、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 BM)到商業

模式創新(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MI)的前言闡述分析下，透過文獻探

討進一步研析合作事業與社會企業之結合，指出永續商業模式(SBM)是驅

動企業成功的靈丹妙藥；運用「資料多重檢核(data triangulation)」的方法進

行個案研析，建構永續商業模式(SBM)。無論是探討的主題，文獻的引用與

論證，到個案分析商業模式創新(BMI)的成功因素，以及最後的結論與建議，

均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本文之特色包括：1.從永續發展的觀點探討如何建構永續商業模式，

將概念化延伸到演變過程；2.就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性的重要性，針對信

合社之社會/經濟雙重性、合作事業之定義、社會企業的概念，說明其差異

及共同性；3.運用「資料多重檢核」的方法進行探討，提高數據的可信指標；

4.剖析里仁相關資料檢視其成功關鍵因素(KSF)。 

本文主要貢獻：1. 從合作雙贏的視角，結合社會企業/合作事業，構建

永續商業模式(SBM)；2.透過永續商業模式(SBM)實現永續發展(SD)，以成

就社會企業的成功；3.進行個案分析，從生產者、銷售者到消費者，發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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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互利共生」之永續商業模式(SBM)；4.強調財務資訊的透明度，

主動公布每年度已查核簽證的財務報表報告，以彰顯資訊的透明度。 

對本文之建議為：1.本文之個案資本額 3億元，2013-2021每年營業額

10億元以上，資本雄厚在 SEs可說是罕見；台灣 2015~2020 年五次 SEs大

調查也顯示 30.3%~37.4%呈虧損狀態，大多數 SEs 無法永續經營歸因於缺

乏適當可行的 BM，個案的 SBM模式如何應用到一般 SEs？因為無論規模

性、獲利性與一般 SEs 均有相當大的差異。2.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研究議

題，對合作社/合作企業或社會企業均提供相當的參考性，建議可以再進一

步針對合作社/合作企業/社會企業「組織結構」之差異，分析 BMI 的策略

性是否有所差異？或是那些元素有共通點，那些元素是有差異性。3.兼論

綠電發展現況出現得似乎有些突兀，因在這之前述內容均在探討從生產者、

銷售者到消費者模式的永續商業模式(SBM)，突然出現「兼論綠電發展現

況」，關聯性似乎較薄弱，雖然後面提出建議投資綠電的可行性，但與全文

主題及架構關聯性可進一步強化，例如：投資綠電的可行性在原先建構「三

位一體互利共生」永續商業模式(SBM)架構中，扮演何種角色與功能？似

乎可納入前述分析，使得全文的邏輯關聯性較完整。4.在圖 2 的成本結構

中，指出從原料溯源管理到產品末端所需的生產、營運、銷售與運輸等成

本，並從善用廢物中創造價值；建議如有相關的數據做為佐證，更具說服

力。 

聯合國於 2004年發佈《Who Cares Wins》提出：「ESG的行動與分數，

能夠顯現出這間企業的長久性及財務表現」，政府也於去年 2021年公布「公

司治理 3.0」等相關 ESG 企業永續政策，永續經營已是全球性共同目標。

無論是合作社社員或合作事業運作，是否有互助合作、堅定的倫理道德信

念，如誠信、開放、社會責任、關懷別人、友愛互助，以及積極參與決策

與業務等信念，關係其永續經營成敗。本文從永續發展的觀點，針對合作

事業與社會企業建構永續商業模式，無論是理論上或實務上，均相當具有

參考價值。相信無論對台灣的農會、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或社會企業，其

所發展出的永續商業模式(SBM)之結構，提供了相當的啟發及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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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讓永續發展不再兩難的關鍵思路 

 

與談人：黃正忠 董事總經理、侯家楷 經理 

KPMG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公司 

 

經濟成長與世界可持續似乎總是市場的兩難？過去，股東至上及獲利

極大化是主宰資本市場多時的兩大觀點；可如今，這兩大觀點已被高度質

疑就是造成世界不永續的加害者。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不可否認商

業為這個世界帶來的進步，但世界不可持續不只是事實，更是全人類面臨

生死交際的期末考。對抗新冠疫災需要錢、低碳轉型需要錢、達成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更需要錢，該怎麼讓資本主義成為全人類可持續發展

貢獻者？仍是資本市場在地球這位總導師面前最頭疼的難題。 

筆者加入 KPMG 台灣所成立永續發展、社會企業服務(安侯永續發展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的近十年間，即不斷用社會創新觀點在資本市場中形塑

一個個以保護環境、促進社會團結為前提的經濟發展(或稱商業)模式，藉以

推動資本主義自身的典範轉移。社會創新觀點強調的是：世界可持續（愛

情）以及經濟發展（麵包）絕非孰輕孰重，而是誰先（愛情）誰後（麵包）。

這個觀點在實務上要可行的關鍵就在經營團隊如何將社會使命所延伸出的

非財務目標（或稱社會目標）轉化為經營管理上可操作財務目標，再形成

組織的商業模式及發展策略。 

今榮幸拜讀吳雪伶、王傳慶兩位老師的文章即有英雄所見略同之感。

文中對於永續性商業模式(SBM)建構的探討，更以全台最大的有機食品公

司里仁作為分析對象，正是我們在實務上不斷像資本市場疾呼的社會創新

實務典範。除此之外，筆者受文中梳理社會企業、合作事業關聯性的論述

啟發，思索在治理結構的設計實務上，若能融合此二組織類型彼此的長處，

形成一個社會創新事業的治理原則，這豈不是有如魚得水之效？畢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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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企業強調的是以創新商業模式的手法達成公眾利益，而合作事業則是在

社群(跨社、社員)之間透過互惠及民主治理達成共善共融。試想：今天要是

有一個社會創新事業，縱使它是公司型的樣態，也能導入合作社一人一票

的民主精神，弱化過往企業以資本高低做為決策依據的思維，讓利害關係

人能對話以及共同治理；合作社也能在社員間平等的基礎上，融和企業聚

焦以市場趨勢、產業整合等商業策略提升競爭力。這樣的社會創新事業方

能打破過往探討營利、非營利組織的二元矛盾，轉而以終為始的聚焦在世

界如何可持續的考題上。 

世界真要走過你我爭奪的資本主義，開始航向兼容並蓄的利害關係人

資本主義。第一步就是讓我們以社會創新觀點號召利害關係人跨產業、跨

組織類型地共患難、同甘苦，那麼，世界要可持續的「愛情」以及經濟發

展的「麵包」，早就不是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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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三 
 

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與數位創新

促進合作事業永續發展 

 

    

主持人： 逢甲大學研究發展處 吳肇展 研發長 

發表人：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李桂秋 系主任 

與談人：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暨全球 

變遷與永續科學研究中心 

 

池祥麟 教授暨中心

主任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李修瑋 教育委員 



 



 
 

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與數位創新促進合作事業

永續發展 

 
李桂秋 教授兼系主任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摘要 

近幾年來生態環境保育、糧食安全衛生以及保障農民權益之議題被受

全球關注與重視，合作社永續發展之概念崛起。本文係以社會企業家精神

結合合作社功能，並以合作社支持社區(Cooperatives Supported Community; 

CSC )模式將合作社的經營理念融入至社區，帶動社區發展，除了讓生產者

與消費者相互結合互益外，藉由合作社的經營管理，保障合作社的生計增

加社員就業機會與社區居民的食安健康，而且透過數位創新發揮社會影響

力與社會價值，進而促進合作社永續發展。經實證結果發現，經由保證責

任台灣農業合作社聯合社與台灣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案例質性深度訪

談，若能利用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運用結合數位創新方式，可以促進台

灣合作事業永續發展。 

關鍵字：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Cooperatives Support Community ;CSC)、        

數位創新(Digital Innovation)、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壹、緒論 

自 2019 年 11 月起，COVID-19 疫情至今已蔓延全球 120 多個國家和

地區，全球經濟受到嚴重衝擊，國內外經濟情勢瞬息萬變，台灣經濟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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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嚴重的影響。依據經濟部資料顯示，經濟呈現負成長的情況1。為了降低

人與人接觸的風險，加上行動用戶數增加，以及物流與支付功能進步，電

子商務模式帶動商機也衍生衝擊。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表示，疫情之

後會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這些改變會轉換成需求，讓企業成長更向前邁

進。也由於疫情使得數位化的轉型，企業界必須加速對電子商務的重視，

走向網路平台。各國政府雖然透過一些振興或紓困方案，協助企業界度過

難關，但是企業本身還是需要思考如何做好準備，重新規劃將危機化為轉

機，帶領企業向前邁進，開創市場的新局面。 

2022年 1月 9日賴清德副總統曾於「2022後疫情時代的經濟發展」演

講中提到三個重點2，第一，是「疫情」的控制；第二，是疫情後「新秩序」

的建立；第三，是「永續發展」。建立安居樂業的社會環境是臺灣的目標之

一。 

創辦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屏東縣政府前社會處長倪榮春

先生表示，協助一個社區能夠互助永續，非常重要。若是社區產業的發展

能夠實踐以「讓在地人照顧在地人」，來幫助社區解決社會問題，而且社區

仍然能夠持續向上提升朝向永續發展3。倪處長並表示「任何類型的合作社

發展都離不開-社區，這種水幫魚、魚幫水的合作社與社區共生關係，讓社

區能夠優化，合作社才能更向前邁進。關懷社區發展一直是合作社成立的

主要目的之一。」因此，本研究擬提出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的概念結合數

位創新，探討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結合數位創新，能否促進合作事業的永

續發展。 

基此，本文研究目的如下： 

1. 從社會企業家定義、貢獻價值結合合作社功能，探討合作社支持社區模

式之應用可行性。 

                                                       
1 參考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股）公司／張益紳執行副總經理、邱鈺珊協理文章，COVID-19

對台灣產業發展趨勢之影響。參考轉載網址：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consumer-business/articles/covid-19-impact.html 
2 2022年 1月 9日賴清德副總統的演講主題「2022後疫情時代的經濟發展」，參考轉載網址：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6506 

 
3 勞動合作社與社區共生，解套社會問題帶動善循環經濟，本篇利用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發展

的案例，說明合作社的力量大。參考轉載網址： 

https://ms-community.azurewebsites.net/spotlight_202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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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文獻探討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加上數位創新對合作事業的影響與

發展。 

3. 以農業生產合作社與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為例探討無人智慧

販賣機對合作社經營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本文擬從社會企業家精神結合合作社功能來探討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

加上數位創新的概念，希望藉此能夠促進合作事業永續發展。因此本文文

獻首先探討介紹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其次談及數位創新定義，接著引入

農業合作社與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為案例，並探討農業合作社與主婦

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之契機。 

一、 合作社支持社區(Cooperatives Support Community ;CSC)模式 

1. 從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ship)精神結合合作社功能 

(1) 社會企業家定義4 

社會企業家精神係指個人或實體開發和資助能夠直接解決社會

問題的一種手段。換言之，社會企業家對社區、社會或世界可能產生

積極影響的機會。社會企業家其途徑可以包括非營利組織、合作社、

企業社會責任的組織，甚至是營利組織。 

(2) 根據 Welfont 創始人喬·約翰遜博士(Dr. Joe Johnson)描述社會企業

家的四種基本類型如下： 

a. 社區社會企業家在一個較小的地理社區內工作。 

b. 非營利的社會企業家認為讓人們生活更好的社會福祉相對會比追

求利潤來的重要。 

c. 變革型社會企業家旨在通過滿足政府或社會無法滿足的需求來改

                                                       
4 本文依據 2022年 3月 18日- Net Impact staff 文章-How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s Driving 

Regenerative Innovation談及社會企業家定義、貢獻、價值與再生經濟的實際做法。 

https://netimpact.org/blog/how-social-entrepreneurship-driving-regenerative-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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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整個社會秩序。 

d. 全球社會企業家試圖嘗試解決未滿足的全球需求。 

(3) 社會企業家能夠為社會做出的貢獻如下5： 

a. 關注問題：強調影響特定群體、社區或國家的實際問題。 

b. 創造經濟價值和機會：社會企業家創造就業機會、收入和為整個

地區的經濟福利工作者的商業夥伴網絡。 

c. 催促變革：在小額貸款和可持續能源等領域創建的業務可能會產

生影響數百萬人的連鎖反應。 

d. 創造社會價值：致力於改善整個社會進步。 

e. 激勵政府和人民：鼓勵全社會加入社會企業家的運動，藉以改變

社區。 

f. 拯救生命：幫助他人做出改變，使得數百萬人得以生存。 

最重要者，社會企業家激勵年輕人在他們的社會中做出積極的社會變

革。他們關心貧困、就業機會、性別問題、教育和健康等各種問題的工作。

並通過鼓勵年輕人參與社會和政府工作，在帶來變革方面發揮著實際作用。 

(4) 社會企業家推動創新來實現再生經濟(The Regenerative Economy) 

有責任創造再生經濟並回饋社會。通過密切關注您所在的社區

需求，您也可以找到創新的商業模式來滿足過去以前未被認識和未

被滿足的需求。所謂再生係在建立一個可重複使用和再利用的循環

經濟，以取代長期過去以來的-提取、使用、丟棄(extract, use, discard)

模式。例如，我們可以看看衰敗城市中心的重建，將生活、工作和文

化帶回那些長期被遺忘和被忽視的人所在的社區。 

        再生經濟的實際做法如下： 

a. 陳述你的使命：必需做研究，決定你想做什麼，然後寫下來。如果 

      你不能陳述你的目標，你就無法讓其他人來加入你的行列。 

                                                       
5 資料來源同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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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概念化：確定已經想要做什麼。您的獨特想法如何融入並改變這

個世界。 

c. 溝通：尋找志同道合的團隊成員，讓他能夠給你支持、想法和反

饋。 

d. 創建商業模式並投資：找出適合您目標的業務類型，然後找到投

資的方式。資金來源很重要，固然理想主義是偉大的，但是如果沒

有實體物資、空間和工資，則無法開展業務。 

e. 制定行動計劃：您將如何將您的使命轉化為行動方案？制定完成

任務的計劃。計劃時期例如第一年該如何經營並繼續堅持下去。 

f. 監控您的進度：為您自己或您的資助者記錄您所遵循的計劃和實

現目標的程度情形。 

(5) 從合作社 DNA(Definition Nature and Action; DNA)了解合作社功能 

a. 合作社定義(Definition) 

    依據 1995 年國際合作聯盟 ICA 對合作社的定義6，合作社乃

社員共同所擁有與民主管理的事業，同時也是人們為滿足共同經

濟、社會及文化之需求與願望，而自願結合的自治社團法人。 

b. 合作社本質(Nature)-基本價值 

    合作社成立本質係滿足社員的需求，以達社員在生活、經濟、

教育與文化上能夠得到支持。合作社的基本理念與倫理價值包括

有(1)平等、民主；(2)公正實踐會主義；(3)志願參與；(4)社會救助，

合作社的成立係重視人的結合；(5)自助互助，發揮合作社的團結

與自立；(6)利他性是發揮組織的社會責任；(7)為達到經濟目的，

合作社必需滿足人民經濟需求；(8)合作社是國際營運的事業。 

    合作社的基本價值：合作社是人的結合，為滿足社員需求的

活動，合作社的本質係以服務為目的，並且有效率的追求社員利

益，社員與合作社的責任是相互連性，社員既是經營者也是管理

者，社員必需自願性參與合作社，採取民主管理方式一人一票，合

                                                       
6 依據 1995年 ICA對合作社之定義如下：A co-operative is an autonomous association of persons  

united voluntarily to meet their comm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needs and aspirations through 

a jointly-owned and democratically- controlled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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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本身具有整體性與統一性，並且門戶開放社員自由進出為原

則，社員的利益係公平分配，並採取按交易額分配結餘，合作社也

非常重視社員、專職人員及社會大眾的合作教育的宣導。 

c. 合作社的行動方案(Action )-以合作原則做為合作社經營準則 

    依據 ICA 於 1995 年提出的合作七大原則：(1)自願與公開的

社員制；(2)社員的民主管理；(3)社員的經濟參與；(4)自治與自立；

(5)教育、訓練與宣導；(6)合作社的社間合作；(7)關懷社區。 

從合作社的定義、本質與合作社的基本價值與合作原則非常

符合社會企業家的精神。利用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ship) 

精神結合合作社功能提出以下命題一。 

命題一： 

以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ship) 精神結合合作社功能，

可以發揮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的運作。 

2. 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CSC模式) 

    依據社區支持型農業模式(CSA 模式)主要是對消費者與生產者雙方

受益，消費者可以吃到安心的食品，考慮消費者的食品安全問題，而生

產者可以安心生產，不用擔心產品價格的波動會影響其收益。合作社支

持型社區模式，主要亦是考量社區居民因為合作社所提供的商品與勞務

應能夠對社區有所幫助。所謂以社區發展來帶動台灣經濟的發展，如何

以合作社組織的功能角色發揮於社區，進而能促進社區發展。 

    依據Markelova & Mwangi(2009)認為利用集體行動，合作社係可以

幫助小農收集他們的剩餘產出，進而匯集有形及無形資源，行銷上能夠

產生合作社的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加強

合作社其本身之議價能力，進而提高合作社的市場的地位(Blokland & 

Gouët, 2007; Collion & Rondot, 1998)。依據 Shiferaw等人(2009)亦提出，

農業合作社亦可以減少行銷費用，減少中間商的剝削，降低橫向及縱向

協調成本。然而關於合作社的成功(Bernard,等人，2008；Okello, Narrod, 

& Roy, 2011)，提出了社員之間需要有積極正面及永續發展與創新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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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此說明合作社若要永續經營，則社員必須要有創新能力。 

    透過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可以幫助小農獲取農業訊息和創新

(van Rijn et al., 2012)，並建立調適能力以抵禦外部衝擊 (Brown & 

Westaway，2011)。依據 Graeme (2016)觀點，過去所謂合作社的社會網

絡定義： a)運用合作社的產品或成果; b)重新普及合作社的貢獻因素，

該文並指出社會網絡集中於創新的背景下合作社的外部組織聯繫、減少

貧窮和經濟合作等。上述文獻說明合作社與社會網絡及創新的關連性。 

3. 以社會影響力角度來看待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與社會包容 (Social       

Inclusive) 

依據 Elias Hadjielias 等人(2022)觀點指出，塞浦路斯的農村社區，其

合作社若由農村社區經營的家族企業(family firms)組成，其所組成的合

作社對農村社區的社會影響力相對會較為顯著，而且呈現社會價值與社

會包容亦較多，依據Miemczyk,等人(2012)及 Reficco & Mar'rquez (2012)

等人研究資料顯示，人們若有共同的社會價值並且能夠解決社會問題和

促進社會包容，則對農村社區及合作社雙方面都會有幫助。此說明以家

族式企業經營對合作社和農村社區兩者之間均能夠創造社會價值、分享

和複製實踐社會價值。一個社會網絡相互作用的個體中，通常會集中在

一個確定的領域(Johnston,等人，2000，p101)。因此，我們對社區的理解

係人們依賴於地理空間的存在，它承載著社會經濟互動，並建立了個人

對一個地方的歸屬感、認同感和聯繫(Johnston et al., 2000; Mashek、

Cannaday 和 Tangney，2007)。家族企業與農村社區組成的合作社彼此

的相關連性可以整合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發展(Oczkowski、Krivokapic 

Skoko 和 Plummer，2013)。此篇讓我們可以加以思考探討相對應於台灣

農業合作社其經營方式以家族企業式經營的合作社。 

綜上，為發揮社會影響力，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的運作可以發揮社

會價值與社會包容，產生本文命題二。 

命題二： 

為發揮社會影響力，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之運作，可以發揮社會價

值與社會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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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作社與社區結合之關連性-社會團結經濟(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SSE)應用 

    依據 Elias等人(2022)主張合作社是可以與社區相互結合，達到資源

與經濟共享的益處，而且創造社會價值。 

(1) 社會團結經濟業於 1830 年代起至今於亞太地區獲得了極大的迴響，

並通過法律的框架、公共政策和專門的公共機構迅速的制度化。尤其

是在 COVID-19 疫情之後，以人為本的合作組織被受關注。社會團

結經濟合作組織係以合作、團結、道德和民主自我管理原則為指導方

針。合作社亦是自助互助團體。依據 Balasubramanian 等人(2021)對

社會團結經濟的定義7包括有 a.自願和公開的社員制；b.民主治理；c.

自主性管理；d.具有社會企業家特質；e.對社員和社會感興趣的目標

和勞務，利用盈餘進行再投資，藉以拓展組織的永續發展。 

(2)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定義 SSE 係指基於團結和參與原則的組織

和企業，在追求經濟和社會目標的同時能夠生產商品與勞務，它們具

有互助社會和經濟目標、價值觀和經營原則的組織，特別有提到合作

社、協會、基金會和社會企業。聯合國於 2013年定義 SSE認為係指

具有明確社會和環境目標的組織它們所生產的商品和勞務。SSE 組

織係以合作、團結、道德和民主自我管理的原則為指導方針。 

(3) 合作社似乎並沒有因為其獨特性而得到充分認可。政府、決策者、學

術界和其他 SSE 組織的合作者。政府各部門之間對合作社缺乏了解

和誤解。政府官員們比較熟悉傳統的公司形式，並不十分了解合作社

這種獨特性特徵。相對年輕者而言，利用合作社可以得到更好的支

持，並且更容易啟動，反較易被 SSE所吸引。 

(4) 亞太地區對於 SSE 的討論愈來愈多，認為以合作社模式提供了有力

的依據，並且也在國家和地區相關利益者中倡導。因為合作社能夠滿

足人民的迫切需求，同時為增加人民的社會經濟平等和公平創造空

                                                       
7 依據 Balasubramanian等人(2021)，p2.定義 SSE之原文如下： i ) voluntary and open 

membership ii) democratic governance iii ) autonomous management iv) entrepreneurial nature v) 

reinvestments of surpluses to carry 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bjectives and services of interest to 

their member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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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因為合作社模式其跨部門、年齡層和不同社會身份者在 SSE 很

重要。 

(5) 依據 110年國際勞工組織(ILO)研討會8資料顯示，在英國體制下，提

供 SSE領導地位，促使 SSE能夠發揮社會正義及永續發展。SSE未

來需要有政策及立法措施、資本的建立、金融的服務、加強女性的經

濟能力、包容自願工作者、促進年輕人的就業、擴展社會保護功能、

恢復人力資源中心、性別平等、環境與數位轉移、促進集體包容、建

立合作社的生產統計資料、建立全球及網路的 SSE、建立 SSE 研究

機構及訓練中心。 

綜上，本文經由社會團結經濟之定義及各國參與討論 SSE 實況，SSE

係可以連結合作社與社區，達到合作社與社區的永續發展。韓國、日本、

尼泊爾、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合作社聯合社已經參與 SSE 活動9。

本文提出命題三。 

命題三： 

結合社會團結經濟促進合作社與社區的永續發展。 

 

二、 數位創新定義 

依據 Mozas-Moral(2021)文獻指出，社會經濟係達成聯合國 17 項永續

發展目標(SDGs)的重要關鍵因素，該篇文章係利用模糊質性分析比較方法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 fsQCA)探討西班牙葡萄酒合作社

的經營績效，並將永續發展目標與合作社經營績效相互結合。本篇說明葡

萄酒合作社佔西班牙所有合作社的 21%。這些合作社生產了西班牙 60% 

葡萄酒，但瓶裝量不到其總產量的 5%。本文所關注的 SDGs有下列目標； 

SDG8(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SDG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SDG12 

(責任消費及生產)、SDG13 (氣候行動)、SDG15 (保護陸域生態)、SDG17 (多

元夥伴關係)，該文並提出經營規模大小、使用網絡創新、生產有機產品、

                                                       
8 參閱 2022，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110th Session, 資料。 
9 資料來源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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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出口、由合作社所出產的酒瓶等變數分析，得出論點有合作社經營

規模愈大其業務係有助於提升葡萄酒合作社的績效；創新能夠提升葡萄酒

合作社的績效。聯合國強調 SDG 9(創新)，該篇談到創新係被認為合作社

成功經營至關重要的因素，從而可提升合作社業務績效。Bernal-Jurado 等

人引用技術創新作為葡萄酒合作社部門良好業務管理的來源。這種創新形

式係一種典型採用電子商務例子。具體來說，網絡係可以透過虛擬界面在

線上建立和加強與現有或潛在客戶的關係。技術創新程度不僅是擁有一個

網站，而是網站它經營的質量，這個使合作社具有競爭優勢。一個優質的

網站會受到更多用戶的好評，提高合作社知名度和流量，並帶來了更多的

交易行為，而且能夠增加消費者更大的購買意願。本文亦提到若提供有機

產品能夠提升葡萄酒合作社的績效。 

隨著社會對環境惡化的日益重視，人口老化以及健康因素，使人們對

有機食品的重視，導致了消費者有趨向有機產品之轉變，相對有機產品產

生了更大的購買意願，消費者也樂意支付更高的產品價格。此亦與

SDG12(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SDG13(氣候行動)和 SDG15(陸上生活)有關，

不但加強環境保護，且意味著有機生產和行銷企業者能夠實現更高的商業

績效。 

此外，有機生產其有助於開拓新市場、引進新技術、改進原本不生產

有機產品的公司其財務結構。國際貿易能夠提升葡萄酒合作社的績效，有

助於實現 SDG 8 和 SDG 17，企業應增強出口導向，葡萄酒合作社若擴大

市場導向以衡量終端消費者銷售額來提高其銷售，說明高的經濟水平，生

產力多元化、技術現代化和創新來實現 SDG 8。茲提出該篇研究模式之各

變數概念，如圖 1，綜上說明 SDGs 永續發展目標實施有助於提高西班牙

葡萄酒合作社的經營績效，進而有助於對經濟地區和國家的發展與繁榮。

不僅確保了合作社的競爭地位，而且符合其企業社會責任(CSR)原則。合作

社應該尋求擴大規模以實現更高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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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出該篇研究模式之各變數概念，如下圖 1： 

   

P1     P5 

                     P2                     

P4 

               P3 

          

                          

圖 1 說明永續發展目標與創新及規模有關連 

資料來源：Adoracion ´ Mozas-Moral 等人(2021).  

The role of the SDGs as enhancers of the performance of Spanish wine cooperative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173, P4. 

 

依據 Wehrle(2022)文獻發現，在競爭環境下創新產品至關重要。成功

的新產品開發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NPD)將會影響採購與供應管理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 PSM)，日益增長的數據化技術(digital 

technologies)對未來的PSM 影響關係相當大，在新產品開發中對推動 PSM

及創新而言，科學的數據化將會成為創新重要的關鍵角色。此說明數據化

的科學資料可以提供產品開發及採購與供應管理至為關鍵的創新因素。 

依據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 MDG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報

告指出(2015)，若是長期貧窮、基礎設施匱乏、失業率高、教育系統和醫療

服務不足以及基礎的公共社會保障機制缺失時，人們會利用創新方式來自

己處理問題，從而改善其生活，此則我們定義稱為社會創新 (Social 

規模 酒瓶 

績效

ˉ 

創新

ˉ 

國際化 

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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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它是一種社會實務工作、農村研究及社會創新三者交互結合並

為促進社區發展 (Spitzer & Twikirize, 2022;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15)。糧食安全和飲用水供應是人們日常生存首要

重視的任務。如果國家基本缺乏公共社會保護機制 (經合組織，2017)，則

有許多人會依賴家庭和社區來提供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 

(一) 社會工作者、社會創新之關連性 

根據國際社會工作者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IFSW)定義，社會工作者可以被描述為「以實踐專業和促進社會變革和發展

為基礎、促進社會凝聚力以及人們的賦權和解放」(IFSW, 2015：19)。從歷

史背景觀察，它起源於歐洲和美國，19世紀後期大規模貧困和惡劣的就業

條件下產生社會工作者(Healy, 2008)。在此發展過程當中亦證明了創新的潛

力則是可以顯著激發社會創新 (Parpan-Blaser & Hüttemann, 2019)。關於社

會工作和社會創新之間的共同點是兩者均關注社會問題、社會變革的推動

力以及使社區和社會能夠變得更好(Bock, 2012) 

社會創新意味著對現有制度及其固有社會缺陷予以批判，以及尋求社

會正義和公共利益，社會創新與社會工作者思維兩者之間則具有兼容並蓄

的功能(Healy, 2008：39)。我們將社會創新描述為「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新方

法」。解決社會方案應該「比現有解決方案更為有效、有效率而且更可永續，

或者更公正，並且社會創新所創造的價值主要是為整個社會而非為個人創

造的」。依據 Traube 等人觀點(2017)若從社會工作者的角度來定義社會創

新，它則是指由新穎性和對現有替代方案的一種改進方式。Hart等人(2012)

則進一步指出，在創新過程中，利用漸進式的改進方式相較要比革命性變

化更為常見，尤其是在開發中國家。依據 Matthews觀點(2017)，社會創新

最重要者是時間。識別、激發及促進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創新等都是需要

時間，需要信任，並且彼此要進行持續性的對話。社會工作者不僅在微觀

(個人/家庭)和中觀(社區/機構)層面上運作，而且在宏觀(結構/政治)層面上

運作(Midgley, 2010)，此說明社會創新可以由政府層面來支持。 

受到全球Covid-19疫情之影響，農業產量和農民家庭收入可能會下降，

食品供應鏈可能會中斷，從而導致糧食不安全狀況加劇  (Wiggin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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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為了幫助社區，以家庭集群方式在每個社區組建 15-20個家計單位，

他們共同確定共同問題，就優先活動項目大家共同達成一致，並利用當地

可用資源集體解決其共同問題。這些集群由舉行聯誼會議方式進行。每個

集群都同意見面的時間和頻率，但大多數人每週見面一次。然後由社會工

作者和其他專業人員進行領導和促進技能培訓。 

自 2014 年起 akabondo 模式已被 Rakai 區及其他地區的其他村莊和社

區倍增和採用。根據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2020)的數據顯

示，全國已形成超過 12,000 個家庭集群。Rakai 地區的當地政府也認可了

這種模式，並通過 akabondo團體指導了一些社區發展項目。因此，這種解

決社會問題的模式已經從最初的當地農村社區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層面，

並且獲得了一定程度上認可(Mbeyo and Mwikirize et al.,2019; Muchiri et al., 

2020; Twikirize and Spitzer, 2019b; Twikirize et al., 2019; Uwihangana et al., 

2020)。當地的社會工作者是支持該方法的發起者，為促進社會正義、社會

穩定和社區恢復，並為社會工作實踐提供框架(Kalinganire and Rutikanga, 

2014)。其靈感來自於倫理中的互助、團結和互惠原則。因此，社會創新的

主要目標乃係解決社會問題、滿足社會需求和增強社區能力(Phills et al., 

2008；Jungsberg eta al., 2020)。依據Makarov及 Traube等作者的觀點(2017)

認為，社會創新源由於外部環境的變化，傳統方法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以

及社會需求的變化。且上述作者認為，為解決社會問題推動了新手段和法

規訂定是必然的。社會創新的主要參與者包括有農村社區、民間社會組織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非政府組織(NGO)大部分是明確的社會

工作機構，以及政府機構(地方和中央政府)。但是社區成員是直接負責決定

影響他們生存及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成員。經由上述文獻綜述，可見合作

社的核心價值係以人為本，合作社的精神係互助、團結和互惠，而且合作

原則乃為經營合作社營運的主軸。合作社支持社區發展是一可行方向，社

會創新是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及滿足社會需求及創造社區的永續發展。此外，

政府對於社區發展扮演非常重要的支持與資源協助的角色。 

綜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結合數位創新可以促進合作社永續經營。

而且合作社支持社區結合數位創新可以促進社區發展。因此本文提出命題

四與命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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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四： 

    聯合國提出永續發展目標結合數位創新可以促進合作社永續經營。 

命題五： 

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結合數位創新可以促進社區發展，促進合作社永

續經營。 

三、台灣農業合作社經營概況 

(一) 台灣農業合作社發展現況 

台灣農業合作社(場)種類依業務不同分為生產、供給、利用、運銷、勞

動合作社 5種，主要業務包括農產品之生產運銷、原料機具等之供給利用，

以及人力之勞動供給，其中又以農業生產社最為大宗。根據合作社統計年

報資料顯示，2021 年 12 月底為止台灣共有 3961 家合作社10，社員人數逾

259 萬 5 千多人，股金總額 445 億 4 千餘元。其中專營農業合作社共 1262

家、合作農場則有 197 家，其中農業生產社 833 家、農業運銷社 408 家、

農業勞動社 16家、農業供給社 4家與農業利用社 1家，社員人數僅次於消

費合作社與儲蓄互助社。 

 

表 1 台灣農業合作社社場單位及社員人數統計表 

        項目 

類別 

社場數量 社員人數 

單位數 聯合社 小計 單位社 聯合社 

農業生產合作社 825 8 833 65,254 409 

農產運銷合作社 404 4 408 27,937 1,035 

農業勞動合作社 16  16 1,212  

農業供給合作社 4  4 582  

農業利用合作社 1  1 37  

合    計 1,250 12 1,262 95,109 1,444 

   資料來源：合作社事業統計年報(2021) 

                                                       
10 資料來源取自於合作社事業統計年報（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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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合作社早期以農業合作為主流，是仿日本協同組合(產業組合)成

立，也有相關的法律依據，稱為「台灣產業組合規則 9」，它們大多分散在

農村中，協助農民共同購買、販售、利用等業務。曾經與同業組合、處產

會等農業團體合併為「農業會 10」，之後經過一系列的發展，又將農業會

解散為農會與合作社，施行雙軌制，才有了更加明確的業務劃分與法律依

據。 

貿易自由化、農業技術升級與農產品安全等議題，顯示農業合作社朝

企業化管理發展的必要性，因為在產業最有效率運作方式乃為企業化(孫智

麗、周孟嫻、楊玉婷，2015)，例如 Zespri1 便是運用品牌行銷、公司化管

理等手法，成為國際化品牌，將產品銷往國內外。 

 表 2 台灣農業合作社 SWOT 

                 內容 

優勢 

(Strengths) 

1) 由合作社負責運銷、加工業務，農民無須擔心產品賣不出

去。 

2) 由於合作社資本由社員共同分擔，因此能有效降低單一社

員之生產風險。 

劣勢

(Weaknesses) 

1) 目前的農業合作社(場)組織規模大小不一，除了少數合作

社外，一般合作社場的社場社員人數皆未達經濟規模，故

競爭力較薄弱、營運困難、收入有限，發展十分不易。 

2) 單一合作社場之服務項目不夠多元化，無法滿足社員之需

求。 

3) 農業合作社場經營管理人才缺乏，因此不易在自由化與國

際化的市場下做調節。 

機會

(Opportunities) 

1) 農民可結合集體的力量來爭取權益，例如：向政府申請補

助。 

2) 藉由集合個別農民的土地，進行有計畫的種植與管理，可

擴大經營規模，便利農業機械化，並降低成本。 

3) 政府、農會等組織積極倡導青年回鄉從農、培養專業農戶。 

4) 以共同購買的方式降低生產資材的購置成本。 

5) 透過合作社聯合社能夠是不同業務之合作社相互結合，提

供社員更多的服務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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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灣農業合作社 SWOT (續) 

內容 

威脅 

(Threats) 

1) 農村人口老化、外流。 

2) 台灣多達半數的合作社不願公開財務、營銷資訊，無法達到資訊

透明化，可能使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無法信任。 

3) 合作社由於可向政府申取補助經費或各單位之協助，容易淪為少

數人操控政治或謀取私利之工具，無法有效達到降低農民負擔。 

4) 於農作物產出後直接交由合作社辦理後續加工運銷，生產者對消

費者缺乏了解。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及整理自內政部合作事業入口網站。 

四、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之概況 

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始於 1987 年，1989 年成立了主婦聯盟環境保護

基金會，由於 1993年時發生環境公安事件、鎘米事件及農藥殘留等問題，

因此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消費者品質委員會」展開「共同購買」運

動，該會直接向農友們訂購米和葡萄等作物，讓農友可以穩定生產安心的

食物。1994年開始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共同購買，1995年建立台中綠

色生活共同購買中心，1996 年創立了「綠主張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為秉持著公益與非營利原則，由 1,799 名社員集

資的「綠主張公司」轉型為「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至今業已。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係透過共同購買、綠色消費及友善環境三大

方向改善社會。目前超過 7 萬個家庭加入，從環境守護到共同購買，從消

費力的集結到社會力的展現，該社推動反核、減硝酸鹽與非基因改造運動，

透過「環保、健康、安全」的生活必需品，實踐綠色生活，支持地球永續。 

(一)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願景、宗旨與目的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之願景係希望透過消費力量，建立一個公平

正義、健康、幸福以及永續的社會，並且以「置辦環保、自然、安全等物

品提供社員之需要為目的，並基於互助合作與終身學習之精神，以改善及

提高社員的文化與經濟生活」為宗旨。其成立之目的係為滿足社員共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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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願望。在經濟面，希望可以得到安全健康、價格合理的生活必需品，

而在社會面，用消費的力量守護台灣的土地和生產者、保護社員食的安

全、推動合作、環境和產品教育以改善社會環境。 

(二) 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現況 

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已與 160 戶以上農友合作與加工生產者合作超過

200 家，包含蔬果在內，供應品項已超過 1,000 項，目前全國的站所有 54

個，社員超過 7 萬人。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以友善農耕的方式，永續農業

面積超過 488 公頃。該社秉持以「食安」為最高原則，從食品的研究、開

發、製造、物流，皆堅持從原物料產地到餐桌安全溯源，只為提供「營養、

安全、簡單、快速」的安心食品。食品添加物目前僅使用 59種，佔衛福部

公告「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可使用的添加物中的 7%(總

計 791項)。 

五、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SWOT 分析 

(一) 優勢(Strength) 

由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2018年的社員滿意度統計可知，最

在意的項目為產品品質(79%)，其次通路品牌信任感(54%)，再觀察社員對

社員的整體滿意度當中有 20.7% 非常滿意、67.6%滿意；信任度上 29.4%

非常信任、65.2%為信任；產品滿意度滿意以上的也是高達 88%，由此可

知，主婦聯盟的品牌形象是相當優良的，並且依對現任理事主席的採訪中

了解到社員中近四成為潛在消費者，也就是有入股加入社員，但是後續沒

有消費活動持續在進行，換句話說，即便不需要招募新社員，僅讓這些潛

在顧客重新消費，便能有很可觀的收益。 

對於上游供應的農夫，由於主婦聯盟之產品檢核上相當嚴格，如果能

長期合作，表有相當緊密的連結，具相互信任的基礎，能供應穩定高品質

的農產品給消費社的社員。茲提出以下主婦聯盟的優勢如下： 

(1)主婦聯盟的品牌形象優良；(2)潛在客戶多；(3)產品品質優良，重視友善

環境；(4)供應商的合作穩定；(5)社員關係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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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劣勢(Weakness) 

經查詢主婦聯盟的營業時間多 9：00 - 20：00結束營業，就社員角度

可消費時間，相較於全聯福利中心 22：30 與新興之有機品牌-里仁的 21：

30 打烊時間都相對短了很多。不僅如此，全聯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1,000 家

分店，里仁超市在國內則有 131 家分店，但主婦聯盟則僅將近 60 家的分

店，就此而言可謂面對非常大的競爭壓力。經主婦聯盟前理事主席的訪談

了解，近年組織積極推動數位化轉型，卻因組織整體年齡層較高，因此苦

於接觸經驗不足，前進速度較緩慢。此外，因該組織龐大，組織理事會人

數眾多，形成決策成本相當高的現象，一件事討論許久往往得不出結論。

最後，是民眾的價值衝突，好吃、健康、價格、賣相這四項往往難以兼顧，

但又因主婦聯盟的產品，友善環境的生產方式要求，相較市面的貫行農法

要兼顧更是難上加難。茲提出以下主婦聯盟的劣勢如下： 

(1)站所數量不足，銷售點不夠多，主婦聯盟的營業時間過早結束；(2)社員

與職員年齡呈現高齡化，對於數位科技經驗不足；(3)主婦聯盟重視民主機

制，因此決議過程中其決策成本很高；(4)對於新產品開發，因為理監事對

於食安的看法不同，社員們所堅持的價值往往會因此產生衝突，造成社會

成本較高。 

(三)機會(Opportunity) 

近年因人類對環境非永續的經濟活動，影響氣候變遷，以致生存環境

越來越惡劣的情形下，再從這裡衍生出了許多問題，因此聯合國於西元

2000年開始推行「千禧年發展目標」，包含：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消

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

齡層的福祉…等，共 17項目標，這些目標的推動，使得各國漸漸注意並推

行符合目標之相關政策。這些目標中，主婦聯盟達到的包含：SDG3(確保

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SDG8(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

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SDG12(確保永續消費

及生產模式)，為符合現代趨勢並與時俱進。此外，近年也接受內政部於合

作經濟的外委教育企劃，能與政府合作，就有另一條資源挹注的管道。茲

提出以下主婦聯盟的機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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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品品質掛保證；(2)現代趨勢係追求綠色及環保；(3)有內政部外委

合作社推廣教育的機會，讓社會大眾認識主婦聯盟；(4)由於主婦聯盟

經營多年，其組織形象極具有親和力。 

(四)威脅(Threat) 

由於近年追求綠色消費、健康飲食的興起，有需求就有供給，因此相

關企業與店家如雨後春筍般創立，如里仁、棉花田生機園地…等。此外，

電商平台發展由來已經十幾年，且不斷再創新與進步。主婦聯盟相較起步

較晚，近期才將網站上線，因此需要迅速地跟上現代的消費模式趨勢。另

外，分析主婦聯盟的行銷方式主要對象是有家庭的客群，雖然主席想打入

年輕市場，但是若不針對此族群顯著的改變行銷模式，是難以達到成效的。

茲提出以下主婦聯盟的威脅如下： 

(1)消費性產品其類似競爭者多；(2)提供銷售之產品容易被替代，替代彈性

較低；(3)目前的服務模式只服務社員不對非社員交易，未能符合時代趨勢；

(4)服務對象多半是家庭式社員，品牌知名度未能擴及至年輕族群。 

 

六、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之契機 

為因應時代快速的變遷，合作組織的擴大相對聘雇人員也增加，每位

職員對利益的看法各有不同，由於 Covid-19疫情使得消費者在家做飯比例

相對提高，反倒使得合作社的營業額有所成長，職員們認為結餘應該多予

分配給職員，期望合作社能多發獎金來回饋內部的成員。囿於法令程序不

符，發獎金或是減薪等過程都需要經過社員大會的同意，而且合作社對於

產品的產出過程、包材、內部添加物、品質安全、環保、組織形象均有高

度的要求，因此，合作社內部的溝通乃是最大的問題。目前主婦聯盟消費

合作社的有效社員年齡比在 41 歲至 55 歲居多，合作社的消費族群是家庭

主婦，年輕族群所佔比例並不高，站所的設置數量偏少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雖然站所都是在交通便利性高的地方，但是因為站點相對較少，導致一些

社員就算加入了合作社，卻也因為距離的關係較少去購買該社商品。目前

實質社員雖然有 78,881位，但是有效社員只有 43,000位。主婦聯盟消費合

作社目前所面臨的問題乃在於如何擴大年輕族群之有效社員、以及如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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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職工數位化。合作社職員的數位能力需要有效加強訓練，故現今主婦

聯盟消費合作社 90％是採實體店面銷售，為了發展線上作業，最近 3年合

作社將原本人工算薪改成為數位化，2020年 1月開始在官網販賣產品，未

來合作社努力想朝向網購路線方向發展。 

 

參、研究設計 

本文依據文獻探討內容加上對保證責任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與台灣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為案例做質性深度訪談並提出本研究架構圖及研

究模式(詳見圖 2及圖 3)。 

 

 

 

 

 

 

 

 

    圖 2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經由文獻研究與實務結合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模式，如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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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與數位創新結合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模型概念係依據 Elias等人(2022)，p597修正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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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分析與結果 

我們都支持將農業合作社作為支持農村發展的重要機制，但是如何利

用創新在企業組織正式結構中傳播或創造，則所依據之文獻甚少。透過社

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可以將分析結果轉移至正式結構內的

個人行為，進而幫助農業合作社來設計、評估並提供訊息，從而加強合作

社創新的機會並確定加強集體的合作力量(Graeme; 2016)。因此本研究深度

訪談保證責任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及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就

合作社支持社區及數位創新的見解提供想法與意見。 

一、保證責任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深度質性訪談分析 

(一)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現況 

台灣農業耕地面積不足係屬小農制，而且農村人口老化、少子化等影

響，又因為受到氣候變遷全球暖化，使得農產品產量波動，農產品價格漲

跌不一，導致農業生產成本過於偏高；依據張啟盟(2021)資料顯示，過去傳

統農產品交易市場及運銷供應鏈會呈現以下幾種問題：(1)由於農產運銷供

應鏈流程過於複雜，導致農產品不穩；(2)農產品供應鏈流程過長，容易造

成差價過高；(3)因農產品的交易資訊不透明，導致廠商產生獨佔壟斷價格

出現；(4)因為買家彼此相互熟識，容易產生利益共生關係，進而形成既得

利益者。建議方向：(1)利用農業電子商務創新創造農業價值鏈之策略；(2)

透過電子商務擴大合作社的社間合作以達規模經濟的營運策略；(3)運用農

業電子商務開創社場和社員利益雙贏的策略。 

(二) 農業合作社數位創新與農業價值 

目前台灣農業生產力 4.0 推動係導入智慧科技化，建立從生產、行銷

到消費市場相互連串的全方位規劃，建立電子商務系統，導入計畫性生產，

以達成生產力智慧化(王毓華、陳駿季，2015)。亦即是希望突破小農獨力無

援的困境，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再藉由大數據分析產銷之供需，強化全方

位的農業電子商務平台，並且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的安全與信賴。 

農業資訊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係增加人們對農業產銷過程的知識和實踐，從而改善農業生產、銷售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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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安全、民生經濟彼此之間的聯繫及農民福祉；使用現代化網路、資訊

和通訊工具及技術有關的活動領域，通常被稱作 e 化農業電子商務(e-

agriculture) 。它可提高農業生產力，同時可以提供與農業研究、計劃、推

廣、生產、監測、銷售和貿易相關的多元資訊(Okediran and Ganiyu, 2019)。

2018 年 WTO 由 71 個會員連署，進行電子商務聯合聲明，朝向未來與貿

易有關之電子商務的促進、開放、信任、發展、透明與合作等重要事項，

列為重要議題(靖心慈，2019)。全球經濟因為數位技術與電子商務力量的

推動，將會帶來許多跨國農業不可避免的風險和挑戰。 

(三) 農業電子商務可由農民到合作社再到企業模式(F2C2B) 

農業合作社可由 Farmer、Cooperatives、Business 組成的新型農業電子

商務模型，其中 Cooperatives 代表農業專業合作社，能即時了解農產品市

場的供需資訊，組織農民生產特定的農副產品。農業合作社代表所有農民

和農產品相關企業，通過電子商務平台進行談判、合約簽訂以及線上交易。

農業合作社扮演著第三方市場的角色確保農民的利益，加速農業產業化的

過程。依據張啟盟(2022)論文資料顯示運用資訊科技與電子商務的整合，

關注地區農業的發展，強化物流體系的建設和運作，致力農業品牌的建立，

才能建立農民與消費者雙贏目標。未來農業電子商務發展的過程中，需注

意者(1)盡可能提高農產品的品質，以確保農民的銷售和利潤；(2)通過電子

商務平台完成農產品訂購和支付，以共享需求；(3)保證農業產業資訊透明，

以確保市場供需平衡。 

農業價值鏈創新係提升農業競爭力的方法。依據陳祈睿(2014)認為，

經由創新加值，開拓農業市場版圖，同時也擴大對國內農產品的需求，創

造國內生產者、加工者、外銷者多贏策略。由市場定位來思考研發、生產、

加工、行銷等加值活動，以及跨域的異業連結，將國內外原料結合，規劃

「自由經濟示範區－農業加值」，以建立臺灣農業國際品牌，運籌行銷全球。 

本研究為瞭解農業合作社是否支持社區發展模式之應用，於 2022年 4

月 25 日下午至保證責任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採訪張啟盟理事主席，另

在旁參與指導者有張淇鋒總經理及江虹瑩經理及本系大專學生數名共同

參與此次訪談，茲提出訪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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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否請您談談您目前對農聯社經營的現況及目前電子商務發展情況提

出您的看法？ 

(1) 農聯社經營概況 

a. 農聯社沿革 

農聯社成立於 1962 年 6 月，前身為『台灣省合作農場聯合

會』，係由全省 12 個縣合作農場聯合會共同組織創立11。1974 年

改組為『台灣省農業合作社聯合社』，並於 1979年 2月承省政府

農林廳、省合作事業管理處輔導，設立果菜運銷部、供給部，開

辦果菜共同運銷及農機調配業務。1982年 9月開辦毛豬共同運銷

業務，1985年 4月自有辦公室落成並設立推廣部，辦理農民組織

訓練及生產輔導業務。1988年 6月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零售現

代化計畫』輔導下，假台中縣太平鄉開設『農產品直接供應中心』。

1989 年 12 月將毛豬共同運銷業務，移轉至專業合作社聯合社辦

理。1990年 1月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省政府農林廳輔導下，該

聯社與國防部國軍福利總處合作，辦理國軍副食(蔬果類)供應業

務。並於同年 9 月輔導相關合作社場，辦理國民中、小學學童營

養午餐副食供應業務。1991年 7月辦理蔬果生產改進及有機農業

經營示範業務。1993 年 12 月購置農產品給配中心用地、籌建相

關設施。1994年創辦全國國小學童蔬菜童詩創作比賽，並輔導辦

理『加強園藝作物產銷調整計畫』。同年 3月調整組織系統表，將

推廣部更改為企劃部，果菜運銷部更改為運銷部，供應中心合併

於供銷部內。2001 年更名為『台灣區農業合作社聯合社』，2011年

更名為『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目前擁有 675個社員社場，社

場員人數達 15萬人以上，生產之產品有蔬菜、青果、稻米、水產、

畜產、茶葉、花卉及農產加工品...等。 

  

                                                       
11 非常感謝農聯社張啟盟理事主席的大力協助與支持，江虹瑩經理及張淇鋒總經理提供該農聯

社自成立迄今經營現況及未來發展，提供相關資料予本文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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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農聯社創立宗旨與合作社理念12 

(a) 依合作原理、採民主管理之方式，協助社員社場之發展業務， 

調整生產結構，促進產業經營企業化。 

(b) 依平等互助之原則，推動 現代化農業經濟建設，增進農民福祉。 

(c) 以自然生態保育之方式改善農業生產環境，輔導社員社場從事於

企業化生產事業，提昇農民現代化生活品質。 

(d) 創造永續經營之利基，以合作組織力量發揮產銷功能，掌握市場

通路，提高產品價值，降低產銷成本，建立健全農產品行銷體系

與制度，開創農業新紀元。 

(e) 強化農業社場組織，健全社務、業務及財務結構，促進其持續發

展，藉以提昇農業合作社場之社會形象。 

(f) 配合農業政策、建立完整推廣體系、擴大推廣合作教育、增進農

民專業知識及技能、落實合作精神理念，達成產業經營企業化之

目標。 

(g) 盡善社會責任，推行農業永續經營政策，維護自然生態環境，穩

定民生供需以達社會資源永續利用之目的。      

c. 農聯社運銷實際概況 

共同運銷業務發展期間，農聯社主要輔導措施概述如下： 

(a) 協同主管機關及市場作業人員，依據實際需要赴產地辦理分級

包裝講習，宣導分級包裝標準，並印製手冊做為運銷作業依

據。 

(b) 依據市場消費需求，爭取部份經費，鼓勵農業合作社場利用海

拔高度與溫度落差試種蔬果，滿足市場消費空缺，提高農民收

益。如魚池夏季敏豆、埔里夏季筊白筍、甜椒、冬季絲瓜、夏

季甜椒、花蓮夏季苦瓜、洋香瓜…等均屬之。 

(c) 依循行政體系，將部份合作社場納入夏季契作保價單位，確保

                                                       
12 資料來源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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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源、平抑民生消費價格。 

(d) 調整產業結構，推行計畫性產銷，並依據社員社(場)需求，爭取

農政機關計畫經費預算，協助改善生產運銷相關設施，提高經營

效率、降低生產成本。 

(e) 拓展運銷通路、建立秩序化產銷管道、紓解盛產壓力。 

(f) 配合社政主管機關，積極輔導產地農民籌組農業合作組織，依其

專業屬性，開辦產銷相關業務。 

由於輔導產銷體系結構完整，經營成效顯著成長，無論組織、業

務值量均迅速增長。配合農政主管機關，爭取資源從事生產輔導、

安全用藥、生產資材供應輔導事項、推動有機及產銷履歷認證標章

制度，建立安全生產體系。整合農民組織，辦理國內外促銷活動拓

展直接運銷及國際貿易通路。運用現代化資訊傳輸網路，即時掌握

產銷動態、調節市場供需、穩定交易價格、確保農民收益。輔導建立

加工設施，以現代化技術提昇農產品附加價值。運用保鮮技術調節

市場供需，紓解因盛產而造成的市場壓力。辦理組織及業務教育訓

練講習，傳播農業經營管理新知，培育從業人才、增進專業職能、統

合企業化經營理念、凝聚合作共識。協調建立社間合作模式，發揮

地區性聯營功能，擴大經濟事業規模。妥善運用社會資源，協助處

理共同遭遇之困難，提昇社會服務職能，繁榮農村經濟，執行效益

亦深獲各界認同。截至 2021年止，每年輔導 293個社員社場供應台

北一市、二市、新北市、桃農、台中市、高雄市、鳳山、屏東等八個

市場供應青果 51,400公噸，蔬菜 234,950公噸，交易總額 7,346,893

仟元。另輔導 12 個社員社場辦理國軍副食(蔬果類)供應業務，供應

14個國軍副食供應站青果 2,056公噸、蔬菜 6,679公噸、交易總額 

375,947仟元。再加上直接運銷、外銷等其他銷售通路，2021年產值

約為 139 億元。目前的業務大宗為辦理共同運銷，其次為國軍副食

供應業務，再則是直接運銷與直接供應等業務。 

台灣農聯社自成立截至 2022 年 5 月止，將近 60 年歷史，可說

是相當具有基礎規模的農業合作組織。社員均係農業產銷相關之合

作社(場)，社員社(場)數由 1977年之 72社開始，逐年增加至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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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75 社成長迅速的聯合組織。農聯社之股金額於 2021 年為 1,366

萬元，平均每社員社之股金為 2 萬元左右。農聯社依合作社法定期

召開法定會議，每 3 年選舉理監事，並配合農業政策及業務執行所

需研修各項章則，建立制度化管理機制以及社場員之輔導推廣服務：

包括輔導社場員爭取生產、運銷、加工、標章、滾動式倉貯、冷鏈及

策略聯盟…等政府補助計畫案。在社場員福利方面：農聯社依社場

員之交易量值獎勵補助社場員，回饋比例大約為 20％運銷手續費。

每年均辦理國內外合作社場觀摩考察、選聘任人員培訓研習、農特

產品展售促銷、社間合作及農業政策宣導推廣…等系列活動，以及

舉辦分區座談會聆聽社場員反應之意見並彙集傳達給政府單位，作

為未來農業施政之參採依據。 

(2) 農聯社電子商務發展情況 

台灣農業最基本的問題是農產品之供需問題，當供過於求時農

民會將剰餘的農產外銷；若是供不應求時則會進口農產品。臺灣農

產品無法外銷，因為台灣農業自給率不足(目前只有 31%)，且外銷成

本相對過高，應先提高臺灣本身的自給率而不是外銷問題。電商對

農業發展幫助很大，利用預約銷售制度可以保障農民收益，透過拍

賣制度由買方開價，由於議合結果，降低農產品價格上的疊價問題，

減少中間商的剝削，增加農民的收益。 

(3) 農聯社未來期許13 

農聯社是人的結合，它是一個真正應用合作制度推動農業產銷

事業的合作社，除辦理農產品共同運銷有顯著之成效及安定農產品

價格之外，並架設專屬網站，透過網路行銷系統，以輔導所屬社場

建立國產行銷品牌，開拓銷售通路。並且利用網路功能致力於社員

社合作教育，宣導農業政策，傳播農場經營管理新知及社員社場動

態之資訊，提供了一個多功能的互助平台。農聯社本身對其未來的

發展抱持下列期許14： 

a. 強化農業合作社場組織，健全社務、業務及財務結構，促進其持

                                                       
13 資料來源同註 8。 
14 資料來源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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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藉以提昇農業合作社場之地位與形象。 

b. 輔導農業合作社場辦理農產品共同運銷，經營相關經濟事業，改

進農業產銷結構，增進農民福祉，繁榮農村經濟。 

c. 協助改善運銷設施，藉現代化設備及技術，建立快速便捷之資訊

傳遞系統，提高營運績效。 

d. 配合農業政策，建立完整推廣體系，擴大辦理合作教育，增進農

民專業知識及技能，落實合作精神與理念，達成產業經營企業化

之目標。 

e. 善盡社會職能，推行農業永續性經營政策，維護自然生態環境，

穩定民生供需以達社會資源永續利用之目的。 

2. 利用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你認為農業合作社可以實施支持社區發展嗎？ 

我們可以把臺灣視為一個大社區，因此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我認為

必需先定義合作社的服務範圍有多廣、實施的業務範圍有多大、其交易的

範圍是否有夠廣等，基本上我是同意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經營，農業合作

社經營是可以促進台灣農業的發展，帶動地區的就業力、生產力。 

3. 就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您認為應該具有哪些優勢及劣勢？對合作社發

展有什麼幫助嗎？ 

合作社本身就是一種屬於在地化的經營模式，因此合作社支持社區模

式是可行的，不過台灣較難定義社區之名詞，台灣地區的社區模式比起中

國大陸以小區為範圍，台灣的定義相對較為模糊。目前台灣的社區可分為

都市型社區及鄉村型社區。若是以鄉村型社區為例，因為是產業在地化，

合作社支持社區其優勢則有農業合作社經營好，會增加該社區的就業率，

也會吸引年輕人回歸至鄉村發展。劣勢則是因為現今台灣合作社的交易對

象係以社員為主，若對非社員交易即無法享有合作社的服務，而且全聯社

與台灣各大便利超商的密集度居世界之首，一般消費者在全聯即可一次購

足生活上所需的東西，因此有些困難要找到不同於現今各大超商之特色產

品。再者，各個農業合作社單位社對社區的支持比較易行，而並非是農聯

社，農聯社係產業的集合，各農業合作社單位社分布於全台灣，故農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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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無法有效對社區發展具有實質上的支持。農業合作社單位社專研於地

方，會讓更多國人了解到合作社，也會增加合作社的永續發展。 

4. 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與數位創新結合，您覺得對農業合作社是否有幫助，

可否促進農業合作社的發展？ 

首先我們要先定義社區範圍，台灣的社區太過複雜，若沒有一個明確

的目標，例如幾棟樓、多少人或多大的範圍，很難由合作社來支持社區模

式下定論。由於近幾年受到疫情的影響下，各行各業都往電商發展，農業

合作社近幾年也發展「預約銷售」，在農民還未採收前就先下訂單，以減少

收割後交到消費者手上的時間，且新鮮農產品都具有期限、根據銷售的早

晚時間差也會相對產生不同的售價，電子商務不僅能解決上述問題，還可

以減少中間商的疊價與碳足跡，因此對農業合作社的幫助非常大。如何解

決台灣農產品的供需問題及政府制度面政府的預警制度政策有否達到平

衡問題。農業合作社本身就是在幫助農民創造收益，協助農民降低成本，

以集體力量開拓通路，產品品質、品種及技術等均是農產品可以銷售好的

電商的開發是可以減少疊價，降低農民的生產成本，也可以拓展通路，此

不僅限於鄰里，減少農民生產成本增加其收益，對農民而言就是最好的幫

助了。 

5. 若是農業合作社利用電子商務營運模式會有什麼好處？對農業產銷會

有什麼樣的影響？ 

電子商務係能縮短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距離，既發揮專業化分工的效率，

又縮短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距離，被稱為“直接經濟”或是“零距離經濟”。電

子商務的優點主要是表現在降低交易成本，減少產品庫存以及縮短生產週

期，增加商業機會並且減輕對實物基礎設施 24 小時的依賴無間隔的商業

運作等，因此電商經營能夠有效地克服農業產業化經營中之不利因素，對

我國農業產業專業化具有極大的作用。彙整其影響如下： 

(1) 減少盲目性的生產。消除農業市場的資訊不對稱現象，為農戶和企業

及時地提供全方位的市場資訊，有利於企業和農戶準確地把握市場需

求，使農業的生產行為變得有智慧、快捷。 

(2)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農業產業專業化中匯入電子商務，企業通過網

路釋出資訊、處理訂單、安排生產、分配資源，減少了中間商環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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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了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距離，此與傳統的營銷手段相比，生產營

銷成本降低，接觸的環節減少，交易速度加快，從而節省經營費用，提

高了工作效率和經濟效益。 

(3) 打破區域和時間的限制。開始依賴網際網路的交易網路，使農業企業

衝破條塊分割的市場格局，擺脫區域性市場的限制，進入跨地區乃至

跨國的網路銷售，有利於形成統一有序的大市場，使交易雙方的選擇

性擴充套件到最大。 

(4) 實現農產品流通的規模化。透過網路交易平臺，能夠將少量的、單獨的

農產品交易規模化、組織化。農民可能並不是以單個農戶或合作社出

現，而是將農產品委託給配送物流中心由其統一組織銷售，交易的一

方是農民群體，另一方是企業，雙方的交易地位平等，各自的利益都能

夠得到充分保證。配送物流中心對農產品進行統一的質檢、分級，採取

明碼標價，保證了流通規模化過程中農產品的質量。 

(5) 方便對農民的教育與培訓。農業電子商務將使對農民的教育和培訓變

得更為快捷、方便，更具有專業性，能夠讓農戶瞭解最新農業生產技術

和社會發展動態，不斷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有利於促進農業新

技術在農村的迅速傳播，有利於農業產業化不斷推向深入。 

6. 若是農業合作社以電子商務營運加上無人智慧販賣機，對農業合作社經

營是否會有幫助？是否會有加分效果？優劣勢在哪裡？ 

台灣與中國大陸相比，農產品無人智慧販賣機較不太適合於臺灣發展，

因為目前臺灣社會環境太過於便利(全聯和 7-11設點太普遍)，且新鮮農產

品(如：蔬果類)較不易保存，且容易產生食安問題。無人智慧販賣機販售的

規模量也是一個問題，不太可能每天補貨上架，有時可能會產品缺貨；也

可能因無人購買造成產品過期或浪費的問題。 

7. 農業合作社推動農業電子商務營運加上無人智慧販賣機，在人員配合度、

資金運用上為何？ 

從人力及資金需求角度而言，交易成本皆會大幅提高，因為販賣機補貨

是採人工方式且要先進先出，注意產品生產效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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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過去經營農業合作社多半是 B2B 的經營模式，現在若是以 B2C 方式用

無人智慧販賣機其可行性為何？可否請以 SWOT 分析法提供您的意見

與見解？ 

表 3 農業合作社經營無人智慧販賣機的 SWOT分析 

 內容 

優勢 

(Strengths) 

1) 可以在任何地方擺設，可以增加產品的能見度，若

是一項產品一直出現在消費者眼前，也是一種行銷

手法。 

2) 農產品 24 小時都可以購買，不侷限於時間上的限

制。 

劣勢

(Weaknesses) 

1) 前期投入的機台成本高，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回收

成本。 

2) 由於農產品上架需要人力支出太大，諸如需要換

貨、補貨等。 

3) 對於新鮮農產品而言，保存期限太短，沒辦法有效

經營管理農產品品質，除非消費者的需求量夠大，

否則其效益並不高。 

4) 顧客在購買時無法挑選農產品的品質。 

機會

(Opportunities) 

1) 防疫期間，結合電子支付，無人智慧販賣機可以減

少人與人的接觸。 

2) 目前農業類型的無人智慧機較少見，可以考慮食品

加工農產品。 

威脅 

(Threats) 

1) 台灣便利商店與超市等零售商店密集度過高。 

2) 年長者可能不熟悉電子機台的使用操作方式，購買

意願相對較低。 

 

9. 農業電子商務可由農民到合作社再到企業模式(F2C2B)，進而延伸至社

區，您的看法為何？ 

農業電子商務不是社區的問題應該是整個臺灣農業發展的問題，不應

侷限在小區域。大家應團結起來用集體力量開擴通路，增加收益，讓臺灣

整個農業環境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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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利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結合數位創新是否可以促進合作社永續經營？ 

台灣農業可以透過冷鏈技術，確保產品從生產、運輸到消費者的手上

都是最好的品質，追蹤農產品的生產履歷，使消費者不用擔心食品安全的

問題。 

11. 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結合數位創新是否可以促進社區發展，促進合作 

  社永續經營？ 

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結合數位創新是可以促進社區發展，減少從產地

到消費者手中的碳足跡對整個環境有益處，這也是一種永續經營的策略，

數位創新不僅是在電商部分，也可以引進 ERP，像漢光果菜農業生產合作

社，從栽種時的施肥、用藥，到採收、冷藏系統、加工、冷鏈物流等都是

利用 ERP 來管理，管理者不需要到產地也不用到倉儲，透過 APP 就可以

得知所有農業生產訊息，這樣的方式也大大減少經營管理成本，而且每一

生產步驟都有紀錄，每一株菜也可回溯生產的農民、什麼時候使用肥料等

資訊，這樣一目了然的資訊，是未來農業科技的發展的經營方向，漢光果

菜農業生產合作社也引進 ERP有好幾年了，在使用上也很順利。 

 

圖 4 漢光果菜農業生產合作社引進 ERP系統 

資料來源：漢光果菜農業生產合作社引進 ERP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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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深度質性訪談分析15 

1. 可否請您談談您目前對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經營現況及目前電子商務

發展情形提出您的看法和見解？ 

目前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電子商務主要分為網路訂購與當日配。網路

訂購的配送與宅急便合作，冷凍品由委外協力倉撿貨、包裝，下單日後 2

日配送到貨；非冷凍品(冷藏、乾貨類)由合作社物流撿貨、包裝，下單日後

3 日配送到貨。網路訂購分常溫冷藏與冷凍溫層，常溫冷藏滿 1099 元免

運，未滿免運需支付 150 元運費；冷凍滿 1500 元免運，未滿免運需支付

230 元運費。當日配是為了滿足生活步調忙碌，無法到站購買食材的社員

所發展的業務，提供當日訂貨、當日配送的服務，與 Lalamove貨運公司合

作配送，社員可在 00：00-14：00至官網當日配專區下單後，選擇 14：30-

16：30 或 19：00-20：00 兩階段配送，不分溫層訂單金額滿 1099 元即免

運，若未滿免運則需支付運費 110元。 

2. 利用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您認為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可以實施支持社

區發展嗎？ 

可以，透過線上或線下的活動安排，邀請社員與非社員的參與，合作

社在傳遞合作社理念之同時，也使得合作社與當地社區緊密相連，彼此共

善共好。也可透過培訓社員參與地方事務與公益金的建立支持社區發展。 

(1) 社員參與地區營運16：建立區營運委員會，讓社員參與合作社的運作，

培養潛在的幹部社員，落實合作社的自治。 

    目前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地區組織有五個分社，分別為北北社、北

南社、新竹社、中社及南社，每個分社會組成分社營運委員會，分社營

運委員會自行推選主任委員，並由其作為分社代表參選理事，代表地方

分社的意見；區營運委員會是依站所為中心成立，區的範圍由理事會訂

定，而各區的區營運委員由各區社員選舉產生，負責參與該區事務的討

論，區營運委員也可身兼社員代表，藉此更好的為地方社員發聲。 

                                                       
15 非常感謝台灣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前理事主席李修瑋女士於 111年 4 月 27日幫忙與協助接

受深度訪談。 
16 資料來源: https://www.hucc-coop.tw/organization_assembly#Off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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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地區組織營運圖 

資料來源：主婦聯盟官網。 

(2) 公益金的發展：：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將公益金 10％回饋於社

會，與社區緊密連結，一年會有四次支持相關團體的活動。 

a. 2019年，公益金支持山林復育協會種植樹木，合作社也會於每年母

親節幫忙種植台灣原生種。 

b. 2018年，李建成導演申請公益金來投入其紀錄片「再會啦白宮!」 

c. 2022年，公益金的分配(2021年結餘總計 4,135,051元)17 

 

3. 就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您認為應該具有哪些優勢及劣勢？對合作社發 

展有什麼幫助？ 

   優勢：合作社是地區發展最好的組織，因為合作社原有共同需求、共同

理念，社員共同經營，彼此凝聚力高，對社區具有一定的幫助。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支持環保、食安、友善環境耕種)。 

  劣勢：依據合作原則第七條關懷社區，除非合作社故步自封，只關心其 

社員，不關心社員所在的社區，否則想不到任何壞處。 

   

  

                                                       
17 資料來源：https://www.hucc-coop.tw/announcement/ProjectIssueNo10766/2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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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與數位創新結合，您覺得對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是

否有幫助，可否促進合作社的幫助？ 

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與數位創新結合一定會有幫助，尤其是疫情期

間，合作社透過數位創新與社區連結，像是線上讀書會、社員福祉委員會

的生活保健室(對高齡化議題有興趣的社員可以加入)、線上課程、線上運

動等。即使是在疫情嚴峻的時刻，人與人的連結也可藉由數位創新來串連，

但使用數位時能需要注意找到平衡點，不能過分使用，而失去原本數位創

新的目的，以線上入社為例，線上入社的數位創新是為了帶給潛在社員方

便，但不能因此而失去與合作社的連結，線上入社只是一種入社工具，最

重要的是入社後社員能夠參與合作社的活動，理解合作社的價值並利用合

作社提供的訊息對社員有幫助。 

5. 若是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利用電子商務營運模式會有什麼好處？

對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電子商務可以服務居住離站所較遠或生活較為忙碌的社員。對合作社

來說，可以服務的社員變得更多，由站所發送貨物也能減少倉儲壓力與包

材浪費；對社員來說，電商為社員帶來更多的便利性。 

利用電子商務能掌握大數據，了解各個社員的消費狀況，進而發展出

共購拼圖，社員可以清楚知道自己所消費的品項，了解自身所創造出共同

購買的力量。 

6.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使用無人販賣機的可行性？優劣勢？ 

使用無人販賣機的可行性很低，我們必須要考慮社員的密集度(規模不

經濟)、社員與非社員的認定，此牽涉到主婦聯盟經營非社員的課稅問題。

食物耗損，除非密集度高，專區達到規模經濟，否則無人販賣機所帶來的

效益太低，最重要的是無人販賣機之使用會減少人與人的連結，人與人的

互動會因此而減少，也就失去合作社存在的價值。無人販賣機在一般超市

也許是可實行的，因為其需求量大，但合作社主要販賣的是新鮮蔬果，且

與一般超市顧客所追求的產品不同，故無法與之相比，無人販賣機我們必

需實際做益本比評估，目前暫時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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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無人智慧販賣機」經營方案 

為解決營業時間與上班族空閒時間不符的問題，我們提出「無人智慧

販賣機」的構想，在站所設置販賣機，販賣機會分為兩區，預購區和自行

選購區，預購區商品為客製化服務，每日開放限定名額於官方網站選擇須

購買之商品，並設定最低購買金額和預購截止時間，再由工作人員於上班

時間放置該預購商品，並訊息通知放置格子，購置一定金額或是遇到特殊

節慶會多送精美禮品，增加與社員的互動交流與忠誠度。自行選購區會放

置當期主打或熱門商品，讓沒有事前預購到的社員購買，我們會在官方網

站上公佈當天自行選購區放置的商品，也會開放社員於官網許願想放置的

商品。以上皆以 LINE PAY 付費，方便付款也跟上時代趨勢，商品包裝為

檢測過的環保袋，提倡社員於下次購買時帶上次的環保袋來交換裝有預購

商品的環保袋(循環包裝)，回收回來的環保袋會重複利用於販賣機包裝上。

無人販賣機除了解決營業時間的問題，也促進合作社的線上線下連結，我

們一再地將社員導引至官方網站，增加社員接觸官方網站的次數，讓合作

社成為社員生活的一部份，合作社也能透過官方網站傳遞最新資訊與社員

互動，讓社員參與線下的活動發揮合作社優勢，達到線上線下整合，再透

過社員預購的商品來得知該社員的購買習慣，利用大數據資料，提供往後

能主動地介紹其有興趣的商品，達到一對一的行銷體驗，也能透過大數據

分析得知社員們的喜好，調整商品的品項和數量，減少商品過期或腐爛的

可能。利用「無人智慧販賣機」這較新穎的模式來吸引上班族和年輕人，

也提供合作社一個邁向科技網路化的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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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宮格商業模式 

表 4 九宮格商業模式 

關鍵合作夥
伴 

1. 供應商 

2. 販賣機業
者 

3. 環保袋廠
商 

4. 網站工程
師 

5. LINE Pay 

關鍵活動 

1. 產品環保分
析 

2. 顧客使用意
願分析 

3. 可行性分析、
風險評估 

4. 與合作夥伴
的溝通 

5. 社員大會決
議通過 

6. 網站預約系
統的建置與
維修 

7. 平台宣傳 

8. 試營運 

9. 試營運資料
(Data)收集 

10. 進行優化 

價值主張 

1. 無 時 無
刻 買 得
到 主 婦
聯 盟 的
產品 

2. 增 加 有
效 社 員
人數 

3. 擴 展 入
社人數 

4. 增 加 收
益 與 產
品銷量 

顧客關係 

1. 社員大會
時教育社
員 

2. 網路線上
宣傳活動 

3. 活動宣傳 

目標客群 

1. 重視環保
與健康的
上班族，
年齡為 25

到 45歲之
間 

2. 主婦聯盟
站所 

關鍵資源 

1.資金 

2.官方網站 

3.販賣機 

4.產品 

5.店面 

6.環保袋 

通路 

1. 主婦聯盟
的站所 

2. 主婦聯盟
官方網站 

3. LIN 官方
群組 

成本結構 

1. 販賣機 

2. 環保袋 

3. 定期保養費 

4. 行銷費 

5. 電費：2000~ 3000元 /兩月(耗電) 

6. 零件更換費用 

7. Line Pay仲介手續費 

收益流 

1. 獲利 

2. 擴展環保意識 

3. 社員忠誠度提升、利用率 

4. 穩定環境友善小農收入 

 

(二) 成本分析 

根據無人智慧販賣機所作的成本分析，主要成本有機具成本、環保袋

成本、Line pay仲介手續費之成本及行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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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具成本 

智慧自取冰櫃一台以市售價格大約 50,000-70,000做預估，作為固定

成本。再以每個月維修費大約 800 元，機台運作電費每兩個月大約

2,000-3,000元來做運算，一年的變動成本預估大約 27,600元。若冰櫃需

更換零件其預估成本如下。 

2. 環保成本 

為減少塑膠袋的使用量，放置於冰櫃裡的蔬菜為方便社員取物，將

以使用環保袋，一個袋子成本大約 9-15元。 

3. Line Pay 仲介手續費 

成為 LINE Pay 商家之後，LINE Pay 收款手續費為交易金額 3%未

稅。 

4. 行銷成本 

若不買廣告，單純放置 Youtube讓閱聽人觀看，以及放於 Facebook

讓閱聽人分享傳播來做計算。拍攝一支微電影每支成本 10,000-30,000元。 

 

(三) 可行性評估 

以成本與收益兩相平衡的角度進行思考，針對整體可行性評估，整理

出以下風險。 

(1)社員反對立場；(2)販賣機使用率不佳；(3)官方網站架設不足當機；(4)

販賣機故障；(5)環保袋有去無回；(6)收支不平衡。 

本文依據 SWOT交叉矩陣，提出四種策略： 

1. SO攻擊策略 

(1) 拍攝微電影方式加強宣傳，內容以健康安心包裝，以主婦聯盟的服

務流程作主軸，以合作對象的想法做支持。 

(2) 製作企劃，嘗試與內政部申請相關經費，加強合作社理念的推廣。 

(3) 對店面裝潢進行調整，增加吸引力，能夠吸引路人進入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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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預防策略 

(1) 創立或改革行銷部門，並吸收具相關專業的年輕人，該部門治理

上，採取較彈性的方式讓年輕人有發揮的空間。 

(2) 行銷上開始帶進故事性與服務主軸，渲染更深的色彩，加深大眾的

涉入程度。 

(3) 活動或職能訓練的舉辦上，可以請較年輕的講者使組織能夠接觸年

輕人的文化與思維，漸進改善組織人員老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4) 雜誌期刊上缺少帥哥美女，可以增加一些亮點。 

3. WO補強策略 

(1) 設置智慧取貨櫃，使社員於主婦聯盟營業時間後，依然可以購買其

產品。 

(2) 線上市場的網站建置，讓社員方便選購，並且統計用戶購買紀錄，

依統計資料，定期向客戶推薦產品。也能利用網站向閱覽者進行教

育，緩解價值上的衝突。 

(3) 吸收新進人員，盡量以年輕並有數位基礎的人員作為招募對象。 

(4) 於上班外的時間，針對有學習意願的職員舉辦數位課程，並漸進導

入，轉變服務模式，以刺激無學習意願的職員進行學習。 

4. WT迴避策略 

(1) 在未充分包裝與準備(教育手法、消費時間延長)前，不要強行推入

年輕族群的市場，避免在市場中被優勢品牌比較。 

(2) 活動避免在店面稀疏地區舉辦。 

(3) 在未確保內部人員對數位相關工作熟悉以前不要冒然的進行服務。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係以文獻探討及質性深度訪談方式探究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

及數位創新是否促進合作事業永續發展，並就保證責任台灣農業合作社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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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及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為例提出本研究結論與建議。 

    首先經由文獻以社會企業家對社會的貢獻及其功能與合作社本質與

核心價值相互結合，產生命題一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的出現。接著依據文

獻內容探討以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之運作，其所產生的社會價值與社會包

容來觀察其對社會影響力。本文再經由社會團結經濟(SSE)定義及各國參與

討論 SSE情形，探討 SSE與合作社及社區的關連性，能否達到合作社與社

區的永續發展，產生本文命題三。接著經由 Adoracion ´ Mozas-Moral等人

(2021)文獻，探討聯合國永續發展 17項目標中 4、8、9、12、13、15與 17

等與合作社經營管理有關，再結合數位創新進而探討合作社永續經營。最

後提出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結合數位創新促進社區及合作社永續發展。因

此，本文依據 Elias等人(2022)文獻加上實務經驗的修正，提出本研究模式

如圖 2。茲就文獻探討提出本研究命題 1~命題 5並經由保證責任台灣農業

合作社聯合社及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的深度訪談融合為下表 5。 

受到疫情之影響，各行各業都朝向電子商務發展，農業合作社近幾年

也發展「預約銷售」，數位創新就電子商務而言，其對農業發展幫助很大，

它可以減少產品庫存以及縮短生產週期，增加商業機會並且可以減輕對實

物基礎設施 24 小時的依賴無間隔的商業運作，消費者亦可以利用預約銷

售制度保障農民收益，台灣農業合作社係透過拍賣制度由買方開價，經由

議合結果，降低農產品價格上疊價問題，減少中間商的剝削，增加農民的

收益，因此，台灣農業合作社經營是可以促進農業發展，而且可以帶動地

區的就業力及提高農業生產力。 

隨著時代趨勢的轉變，合作社係屬於產業在地化的經營，保證責任台

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及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他們均有從事電子

商務網路銷售經營的業務，而且上述合作組織均認同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

的實施，主婦聯盟業已在地深耕社區經營多年，亦得到非常多的好評。透

過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結合數位創新達到合作社的共善與共好。也可透過

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及數位創新來培訓社員參與地方事務與公益金的建

立來支持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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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項命題內容成立之情形 

項目 

內容 
命題內容 成立與否 

命題一 

以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ship) 精
神結合合作社功能，可以發揮合作社支持
社區模式的運作。 

成立 

命題二 
為發揮社會影響力，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
之運作，可以發揮社會價值與社會包容。 

成立 

命題三 
結合社會團結經濟(SSE)促進合作社與社
區的永續發展。 

成立 

命題四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結合數位創新可以促
進合作社永續經營。 

成立 

命題五 
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結合數位創新可以促
進合作社與社區永續發展。 

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而得。 

 

基於成本因素再加上蔬食鮮果農產品均不易保存之考量，目前現階段

保證責任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及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等均認

為目前利用無人智慧販賣機販售較不太適合於現階段合作社經營發展。無

人智慧販賣機販售的規模量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合作社不太可能每天補

貨上架，有時可能會產品缺貨；也有可能會因無人購買而造成產品過期或

浪費的情形。台灣農業可以透過冷鏈技術，確保產品從生產、運輸到消費

者的手上都是最好的品質，追蹤農產品的生產履歷，使消費者不用擔心食

品安全問題。因此，建議若實施食品加工及飲料品或是其他乾糧食品是可

以考慮使用無人智慧販賣機販售產品。 

二、建議 

合作事業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其歷史背景與貢獻，合作社重視人的結合。

惟社會大眾何以不瞭解合作社及其功能，茲本人依據過去在合作事業經歷，

提出以下看法，僅供合作事業夥伴們參酌。 

1. 政府應該重視與關注合作事業，並適時予以經費挹注，加強合作事業的

社會資本，創造社員就業機會幫助合作事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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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合作教育宣導，促進合作事業發展。合作事業能夠成功要件之一乃

合作教育推廣。合作教育宣導之人員包括有社員、專職人員、理監事、

經理、政府單位負責承辦人員以及社會大眾。 

3. 由於合作社的負責權責單位多重馬車，導致合作事業推展困難，政府應

予以整合，修正相關法令使法律規範一致性。 

4. 建立合作事業其本身真偽合作社之辨識，不要讓人們認為成立合作社只

是為了要得到政府的補助，我們應該讓有志想成立合作社擬經營者得到

政府應有的幫助、協助及輔導。 

5. 加強各個單位社之聯合社功能，合作社聯合社具有輔導、協助、教育…

等功能，加強聯合社的地位與角色，使合作事業永續發展。 

6. 各個合作社其本身應加強落實其應有的專業知能及技術，強化合作事業

內部的經營管理。 

7. 時代趨勢變化相當大，ESG(Environment、Social、Governance)是每一個

合作事業必須重視關注的議題。 

8. 利用數位創新能夠真正落實於各個合作社與社區，進而促進合作事業與

社區的永續發展。 

9. 由於此次研究受到時間上的限制，未來可以進一步以量化問卷調查方式

探討社會大眾對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及數位創新的接受度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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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與數位創新促進合作

事業永續發展 

 

與談人：池祥麟1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此篇由李桂秋教授所撰寫的「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與數位創新促進合

作事業永續發展」，文章很具有次第與嚴謹度，其先探討合作社支持社區模

式之應用可行性，其次利用文獻探討來分析合作社支持社區模式與數位創

新對合作事業發展的影響，最後再針對無人智慧販賣機，探討對於農業生

產合作社與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經營的影響。由於上述探討議題

均相當重要，對於合作社的永續發展(合作社本身、社會、環境)關聯密切，

因此相信此篇文章對於產官學都很有政策意涵。 

以下不成熟的想法與建議茲列示如下： 

1. 第六項合作原則「社間合作」的發揚：此篇文章應可進行社間合作的可

能策略建議，因為我國農業(生產)合作社與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之

間的合作，可能是值得思考的做法之一。 

2. 與公司企業永續作為的策略聯盟：我國農業合作社與主婦聯盟生活消費

合作社的產品對於社會的正面影響力，如果能夠嘗試加以衡量，譬如能

夠衡量出合作社產品對於消除貧窮、食農教育、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等

等的影響力 (均與 SDGs 有關) 的話，或許可以嘗試與重視企業永續的

公司組織進行策略聯盟，讓公司推動讓員工們購買我國農業合作社與主

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的產品，間接促進該公司對於社會的正面影響

力，也是該公司社會面永續作為的成效之一。 

                                                 
1作者池祥麟為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特聘教授兼全球變遷與永續科學研究中心主

任。本文作者聯絡方式：電話 02-8674-8189 轉 66874；傳真： 02-2515-6317； e-mail: 

hlchih@gm.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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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吸引年輕世代：續第 2 點，其實目前年輕世代越來越重視永續，所以如

何讓年輕人了解我國農業合作社與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的產品所

具有的社會正面功能與永續特性，才能吸引他們成為合作社的社員或顧

客，這或許是未來很值得推動的方向。 

4. 吸引影響力投資：續第 2 點，目前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正於全

世界開始蓬勃發展，我國亦成立了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Taiwan Impact 

Investing Association, TIIA)，如果能衡量出我國農業合作社與主婦聯盟

生活消費合作社的產品所具有的社會正面功能與永續特性，合作社未來

將可以成為影響力投資的投資標的之一。 

5. 出具永續報告書：續第 2 點，建議我國農聯社與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

社能夠開始構思撰寫該社的永續報告書，作為讓社會大眾了解合作社永

續作為的重要參考資訊。 

6. 透過產官合作讓聯合社發展數位創新工具：因為目前的農業合作社(場)

組織規模大小不一，除了少數合作社外，一般合作社場的社場社員人數

皆未達經濟規模，故競爭力較薄弱、營運困難、收入有限，發展十分不

易，要讓各個農業合作社各自為政以發展數位創新 (特別是電子商務)，

實在並不容易，也無法發揮規模經濟的效果。因此建議透過聯合社成功

發展出數位創新工具之後，再交由地方社運用，此過程中也希望政府能

多扮演給予鼓勵與協助的角色，這其實也才是 SDG9「建立具有韌性的

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的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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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支持社區與數位創新的具體行動 

 

與談人：李修瑋 教育委員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合作社企業具有全球公認的價值與原則，其七大原則提供具體的實踐

方針，特別是第七項原則「關懷地區社會」，要求合作社關注所在社區的

經濟、社會和環境的永續發展。世界各地都不乏合作社致力於社區永續發

展，並取得巨大成功的案例，李桂秋老師的初步探索十分可貴，也很高興

主婦聯盟合作社能成為她研究的對象，期盼各界因此更認識合作社在支持

社區永續發展上的角色與作用。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是在環境保護意識下，集結重視環保和食品

安全的消費者而成立，是台灣社區支持型農業(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相互承諾及合作)的代表團體之一。自成立

以來，均以信守合作社價值與原則自許，努力朝全球合作社共同的理想--建

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前進。 

做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平台，主婦聯盟合作社致力於開發友善環

境、少添加物的產品，建立自己的產品檢核標準、設置農友緊急救難基金，

每年提撥數百萬元的公益金，提供各界申請，支持各地社員與在地友善團

體連結，例如台中分社近幾年來，每年都參與的母親節植樹活動，與在地

的台灣森林復育協會合作，在這一天動員社員一起「為地球母親種一棵樹」，

讓台灣原生種樹木回到它最適居的土地，為下一代種回一座森林，諸如此

類的活動在各分社都十分蓬勃熱絡，這是合作社在支持社區和環境永續上，

與一般企業最鮮明的差異。 

而在具體實踐的方法上，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技術上的創新改變

了人們的生活樣貌，也帶來了營運上不得不然的變化，就如同工業革命掀

起的波瀾帶來了全世界的劇變和合作社的誕生，技術創新對人類生活的改

造深刻而強烈，合作社在其發展初期，即是走在時代先端，開風氣之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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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創新隊伍，一百多年後的合作社，也應該以跟上技術創新自許，努力

給社員帶來最好的服務。 

主婦聯盟合作社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也在不斷的蛻變中，特別是在

過去幾年裡，由於營運團隊的努力，在數位服務上有了不少的推進，例如：

從實體站所到線上訂購、當日配送；從現金交易、信用卡到線上支付；從

實體社員卡到線上社員卡；從紙本月刊、週報到電子報，從聽完實體解說

才可入社到可以線上觀看影片、回答問題入社等，當新冠疫情在 2020年初

爆發時，很慶幸的是這些方案正好上線或已準備上線，讓社員在疫情期間

有更多的選擇。合作社的營運也在社員的支持下，不受疫情影響甚至在在

家用餐的趨勢下逆勢上揚。 

而隨著疫情經久不下，社員活動也多改為線上，過去受到地理條件影

響而各分社鮮少交流的情況，在視訊工具的幫助下，跨分社參與活動變得

容易，社員使用線上工具的習慣和能力也有提升，這也許是疫情帶來的另

一種成長吧﹗ 

期待在李桂秋老師的初步探討下，各界對台灣合作社的發展給予更多

的關注和研究，讓支持社區永續的合作社價值,被更多的人發現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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