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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 

‧ 主持人：5 分鐘，不舉牌不按鈴提醒，請主持人自己控制時間。 

‧ 發表人：25 分鐘，以按鈴方式提醒（『前 2 分鐘按鈴一聲』、『前 1

分鐘按鈴 2 聲』、『時間到按鈴 3 聲』）。 

‧ 每位與談人：各 12 分鐘，以舉牌方式提醒（『還有 2 分鐘』、『時

間到』）。 

‧ 每場次的交流時間為 15 分鐘，每人發言 2 分鐘，時間到按長鈴一

聲。 

  



6 

 

  



7 

 

 

 

 

 

 

 

 

 

 

開幕式 
  



8 

 

  



9 

 

開幕式 

主持人  許文富理事長─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內政部邱常務次長、逢甲大學高副董事長、楊副校長、各位合作社界先進、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先生、小姐，大家好！今天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在

這裡舉辦第 93 屆國際合作社節的系列活動中，「合作社事業發展研討會」就在這

裡舉行。每年藉這個機會，讓大家有個地方交流，互相討論合作社事業發展的願

景，覺得非常有意義，我們已經辦了很多年，每年舉辦一次，今年特別高興的是

─合作社法已經在 5 月 19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而這個法在民國 81 年前，也就是

民國 23 年頒布的法規，雖然中間有三次修正，但問題重點都沒有改變。尤其是

目前走進來的張堅華先生，花了許多精神、時間爭取，其中有些重點文字的修改

都是靠我們合作社界的許多先進、民間團體、婦女團體以及學者共同努力所完成，

尤其是張堅華先生出力最大，他以前是省議員，後來去當立法委員了，他也是基

隆市合作社聯合社的理事主席，目前是台灣合作社聯合社的常務理事，他鍥而不

捨的在立法院、行政院提出合作社法的修改，比如說「合作社不以營利為目的」，

這看起來好像是對的，但其實不對。沒有營利，社員如何獲得福利？而我們要怎

麼去聘請優秀的人才？又在工資、薪水日益提高的情況下，不以營利為目的是不

可能的，只要不是追求最大利益即可，但不可以沒有營利，因為公司是追求最高

利益，合作社只是追求福利與合理利潤而已，按照憲法，合作社應受政府獎勵與

扶助，但是過去多少年來，政府都不聞不問，所以根本沒有什麼補助，而這次的

修法，另增加政府設置「合作社發展基金」的條文，這樣政府就可以真正的扶助

合作社的發展了，此外，原合作社法還有許多不合時宜的條文，尤其是監事，每

年都要改選，這樣太忙也花費太高了，此次這些條文都改過來了。對於未來，又

對非社員的交易限制也放寬許多，這對我們合作社的發展幫助非常大。今天的研

討會有安排專題演講，于教授發表「合作社平等的本質」，也就是 equality，中華

民國合作社法的第一條就在講平等，又今年 ICA 國際合作社聯盟的宣導主題即

是「選擇合作社 選擇平等」，我相信于教授的演講可以更加深大家對合作社的認

知與價值觀，另外還有四篇論文的發表，包括糧食安全方面、社會福利方面以及

合作社在邊緣地區的發展前景，最後還有一個綜合討論。我們每年藉由這個機會，

合作社的各位先進都可藉此多一個機會聚集一堂，互相交流、討論，這個意義是

非凡的，又每年許多老友藉此敘舊，也是一大樂事。非常感謝大家參與這個研討

會，另外也要特別感謝逢甲大學提供良好的開會場地，以及許多老師與同學為了

這場研討會所付出的心力，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情愉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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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  邱昌嶽常務次長─內政部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參加全國合作界所舉辦的「慶祝第 93 屆國際合作社節合

作事業發展研討會」，個人深感榮幸，同時對籌辦單位的辛勞，致上最大的敬意。 

    今年合作界最大的盛事便是 5 月 19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合作社法，在修法過

程中承蒙民間團體及合作界的努力奔走，使這進出行政院、立法院多次的合作社

法修正案，終能竟功。這次修法也是自民國 39 年後最大幅度的修正，總計修正

32 條條文，配合法規鬆綁政策、迎合合作事業世界潮流、落實「憲法」第 145

條合作事業應受國家的獎勵與扶助政策為本次修法的核心精神，修正重點包括配

合現今社會經濟情勢，修正合作社種類，使合作社可更彈性經營社員所需的業務

項目，提升合作社競爭力；且有限度開放非社員使用，並增訂非社員使用規定，

相關收益應提列為公積金及公益金，不得分配社員，創造合作社有利發展環境並

維護合作社的公益性格。此外，這次修法也建立準社員機制，提供不符合章程資

格所定社員資格者，有參與、體驗合作社組織運作的機會，讓一般民眾更能親近

合作社。另設置合作事業發展基金，用以宣導合作社制度並推動教育訓練，健全

輔導管理體系，對於合作事業的整體發展極具重要性。2015 年國際合作社節的

主題為「選擇合作，選擇平等」（Choose Co-operative，choose equality），近幾年

來，全球薪資差距不斷擴大，瑞士信貸集團的報告指出，近半數的世界財富掌握

在 1%的世界人口手中，而將最後 50%的人擁有的資產加總，也不到這 1%的人

所擁有的 1%。而台灣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依據財政部資料顯示台灣所得最高 5%

與最低 5%的倍數從 1998 年 32.74 倍，逐年增加，至 2011 年為 96.56 倍，足見問

題之嚴重性。 

    研討會以本年度國際合作社節主題「選擇合作，選擇平等」為主題，專題演

講「合作社平等的本質」、論文「歐洲合作社的金融政策與社會福祉之關聯性」、

「『儲蓄互助-平民銀行』績效之分析」、「合作事業在花東產業六級化之應用」皆

呼應本次主題，運用合作社促進經濟平等；此外近年台灣亦存在嚴重食安問題，

造成國人相當程度的驚嚇與不安，因此「合作社在糧食安全問題上應扮演之角色」

來探討如何以合作社改善食安問題，均是十分具有時代性及意義性的安排。國際

合作社節的系列活動，透過研討會的方式，對不同議題做深入的研究與探討，用

心地邀集各方面的學者專家參與與談，合作社場分別從實務的角度，各自提出看

法，無非希望集思廣益，對如何運用各類合作組織，改善及提升社員生活品質，

進而為我國合作事業的永續發展，找出具體務實的經營策略和方向，個人在此謹

代表內政部對參加研討會的所有人員，表示十二萬分之敬意與謝意。最後個人對

於各位合作社先進、學者專家不辭辛勞，一同來參與此一深具意義的研討會，再

次表示謝意，祝福大家健康愉快、事業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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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  高承恕副董事長─逢甲大學 

  許理事長、邱次長、楊副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前輩、各位先進，

首先在這個地方代表逢甲大學，歡迎各位來參加今天的盛會。我想，合作經濟可

以說是一個源遠流長的事業，在歷史上，這代表著一種人類的文明。今天在座各

位參與這個事業，我覺得是高貴的、是重要的。假如，我們只是能夠永遠處於一

種競爭狀態，而不能夠合作的話，那基本上是野蠻的。所以待會我們于躍門老師

的專題演講，會談我們合作事業是追求平等為目標，我想在座各位都認同。在這

裡我呼應一下邱次長的發言，我覺得在面對未來的發展，其實這是非常具有挑戰

性的課題。邱次長提到在資本主義體制底下，市場經濟本身就是趨向於大者恆大，

強者恆強的趨勢，所以貧富差距我想今天在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都是極為巨

大的挑戰，也是潛在的一個社會不安定非常重要的因子。當然我們沒有辦法把所

有的波動跟不滿歸因於貧富差距，但不可否認這是一個關鍵。在這樣一個挑戰底

下，其實合作事業本來就有一個很長期的傳統，但是憑心而論，合作事業始終有

它的束縛，而使得在社會上沒有變成一個主流中道的力量。我認為除了要追求堅

持我們的理想目標之外，可能更要面對新環境的變化。如何善用、發展適當的策

略，能夠讓合作事業壯大；不然我們講即使有目標，而沒有好的策略跟做法的話，

它的發展終究是有限的，也就沒有辦法達到我們原來想要追求的目的。我剛剛翻

了一下手冊，很樂見今天有一篇是提到花東產業六級化的應用，請代我向幾位作

者致意。像這種思考我覺得很好，具體的把問題擺在當今社會發展的脈絡裡面，

包括網路化、互聯網、物流，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面對且必須要善用的形勢。

這篇論文裡面提到產業六級化如何有機會使得花東地區的產業能夠有所發展，來

達成真正作為一個追求平等，追求合作的事業。實際上我有不少學生正在做的就

是這些事業，它有別於過去傳統的合作事業，他們就是一批年輕人，大家為了一

個共同的目標跟理想，資源共享、利潤分享，共同促進他們想要實踐的新目標。

因為今天身處網路時代，很多新的連結方式可以出現，不再是用過去的模式來連

結。未來我們能夠怎麼做，期待今天各位先進們能夠思考一下。做為一個在大學

的工作者，我想我們還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們必須要掌握年輕朋友的心，

他們的需求、他們的意願、他們的想法。未來是年輕人的世代，他們的思考邏輯、

他們是不是願意投入合作經濟、合作事業，這些可能是我們這個世代有些想法沒

辦法完全能夠銜接的上。如何能夠面對新的世代，我想這也是合作事業在未來發

展上必須面對的功課。以上發言，其實基本上也是跟大家分享一點點的想法，謝

謝各位的參與，祝福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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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  楊龍士副校長─逢甲大學 

  許理事長、邱次長、高副董、各位老師、各位先進大家早，首先感謝理事長

給我們這個機會能夠由學校來舉辦今年 93 屆的國際合作節，相當有歷史，剛剛

已經聽了理事長、次長還有副董提到的，個人也深有同感，其實合作社對台灣過

去的從家庭工業、農業的發展到現在的風潮，但說實在的合作社是他的樹苗，但

是慢慢的沒落了，就像學校來講，我們學校也是少數僅存的幾個學校，但是我們

也是面臨到存亡的問題，過去也受到規費能不能使用，加上外面的多元社會的競

爭，學生願不願意留在學校使用等等這些挑戰，很高興聽到我們的立法的轉變，

非社員也可以參與合作社，面臨現在社會企業，企業也在談社會責任，我相信我

們合作社是可以再發揮的，在現在鬆綁之狀況之下，運用高科技資訊無遠弗屆，

相信可以再發展，在幫助我們社會有一個平等的發展，包括剛剛提到的食安問題

等等，這些都是我們這些 NGO 可以來發揮的，很感謝各位為社會為國家的付出，

預祝整個研討會能夠圓滿成功，今天在座的各位能夠身體健康、事事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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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平等的本質 
 

主講人：于躍門 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各位先進，早安！ 

今年，國際合作社聯盟（ICA）頒布國際合作社節的主題為：平等（equality），

強調選擇合作社就是選擇平等（Choose cooperative, Choose equality）。 

平等，是國際合作社聯盟認定的合作社價值，也是我國《合作社法》開宗明

義對合作社的界定。平等，對合作社有兩層意義，一、對外人人都有相同的機會

加入合作社成為合作社的社員，二、對內每位社員都有相同的權利治理合作社。

這兩層意義源自 1995 年國際合作社聯盟頒行的合作社經營原則。 

人人有相同的機會，來自第一項門戶開放原則。凡是有利用合作社的服務且

願意承擔社員責任者，都有相同的機會加入合作社成為社員，不因性別、社會、

種族、政治及宗教之不同而遭受歧視。門戶開放原則，打開了機會之窗，服務社

會大眾，讓人人得以尊嚴的工作、尊嚴的生活。 

人人有相同的權利，來自第二項民主的社員治理原則。凡是合作社的社員，

不分性別在一人一票基礎上都有相同的權利參與政策或決策的制定。社員治理原

則，開創了經濟民主制度，也樹立了人人至上的治理模式。 

人人有均等的機會、人人有均等的權利，符合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基本人權。若深入的思考，其意義是尊重所有的人，無差別的

對待任何一位人，將每一位人看得是同等的重要。無差別的對待與同等的重要，

是合作社平等的內涵，正如合作社的精神--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將我看成為眾

人，將眾人看成為我。 

合作社強調的平等--無差別的對待與同等的重要，讓我們體認到我與眾人的

關係，也就是我與群體之間的關係，將我與群體作了更為密切的連結，於五倫之

外有了第六倫，即今日人們朗朗上口的：群我倫理。 

群我倫理，屬於倫理的行為。倫理的行為來自我們心念的善。善，為道德的

表徵，也是道德的泉源，視為自然人、法人善行的驅策力量。人人若有善念，人

人就會有善行；人人有了善行，社會大眾自然會形成揚善的風氣，欺瞞、剝削、

壓榨等惡質的企業文化也就無法生存，慢慢滋長出群我的互助意識，合作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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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也會應運而生。1995 年，國際合作社聯盟認定誠實（honesty）、公開（openness）、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及關懷他/她人（caring for others）等四項為合作

社的倫理價值。這四項倫理價值，不僅是合作社的倫理價值，也是合作行為的倫

理價值。 

互助意識來自道德的善念，合作行為形之於倫理的善行，善念與善行推動人

類不斷的進步。《互助論》作者克魯泡特金（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 1842-1921）

喜愛到西伯利亞旅遊，冰天雪地，極目四望，可謂空無生物，能夠看到的僅是群

飛的大雁，他領悟到：進化的原理不在競爭，而是互助。互助不僅存在於相同的

物種，同時也存在於不同的物種之間。互助意識能激勵合作行為。千百年來，互

助、合作的本能推動著人類進步，惟其前提則是須平等對待每一位成員，視每一

位成員為同等的重要，如此才會凝聚出群我的依存關係。 

何謂群我的依存關係？這種關係有什麼樣的性質？法國合作經濟大師季特

（Charles Gide, 1847-1932）承襲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 

1798-1857）等人的看法，從更寬廣、更深的視野來詮釋這一層關係，提出了連

鎖（solidarity）的哲理。 

何謂連鎖？孔德認為，連鎖能夠使個人到全體的關係顯示出來，讓人與人瞭

解他們的關係是互相負責的。孔德所謂顯示出來的關係，即是群我的連鎖關係。

透過群我的連鎖關係，個人與個人學會互相負責，產生了依存的需要。互相負責，

表示個人與個人須在平等對待的基礎上，將對方看成與自己同等的重要，才會賦

予責任，讓他/她成為連鎖的一分子。若忽視了對方的重要性，個人與全體的關

係非但不能建立起來，更遑論彼此還要互相負責。 

1889年，季特把孔德對連鎖的看法運用到經濟制度，創立了新學派，以別於

經濟學的古典學派。連鎖主義遂在此時誕生，季特被視為連鎖主義的創始人。季

特將連鎖界定為：相互依賴。指的是個體與整體相互影響的變動，具有「動此即

觸彼」的性質。 

根據相互依賴，季特為連鎖下了一個定義：「當一個人、一個國家，苦于一

害或獲得一幸，同時能及于第二者，而第二者對此又毫未參與活動之時，中間就

有一種連鎖。」這種「動此即觸彼」的性質，不單要求平等看待整體中的個體，

更在乎個體的變動，蓋因個體的變動能牽一髮而動全身，無論個體是否參與整體

的活動，都會被影響到。「動此即觸彼」，似乎將平等中同等重要的概念詮釋的更

徹底、更完整，同時把個體的重要性提升到絕對重要的位階。 

季特對連鎖的詮釋並不止於個體與整體的關係，尚且擴及到跨世代的連鎖，

也就是說我們這一代同樣要存著：無差別的對待與同等的重要來面對上一代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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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季特這樣表示：「連鎖乃生命的表徵」，「每個人在出世之時已是過去社會

的債務人，每個人單獨地或是集體地成了他們的先人的債務人，他們應該把這種

債務償還給他們的同時代的人和後代的人。」 

從季特對跨世代的連鎖詮釋，可帶出兩層平等的意義，一層是從跨世代的角

度來瞭解平等，亦即世代與世代具有平等的連結、平等的傳承，各世代處於同等

的重要；另一層是從社會債務的角度來瞭解平等，亦即各世代都對上一個世代與

下一個世代同樣的負有社會債務，須平等看待社會債務、清償社會債務，不可因

某一世代過度使用社會資源（少清償社會債務）而減少其它世代的使用（多清償

社會債務）。各世代都一樣是債務人、一樣負有清償的責任。 

若從合作社經營實務來瞭解平等，強調：人人有均等的機會、人人有均等的

權利，其平等的價值來自合作社的經營原則。均等的意義在於：無差別的對待與

同等的重要。這兩項意義彰顯出群我的倫理關係。群我的倫理關係，建立在善的

心念--道德及善的行為--倫理，道德、倫理使我與群體具有善的依存關係。 

若從合作社經營哲理來瞭解平等，強調：個體與整體之間存在著「動此即觸

彼」的連鎖關係，因而整體中的每一個體被視為同等的重要，須同等看待。此外，

平等尚可從跨世代的角度來理解，即看重每一個世代都有相同的生存權，同時每

一個世代也都有相同的償債義務。 

從合作社經營實務來瞭解平等與從合作社經營哲理來瞭解平等得知，連鎖的

概念不但能闡釋人人有均等的機會、人人有均等的權利，更能詮釋出生命的平等、

世代的平等，以及清償社會債務的平等，進而論證永續發展的平等觀。連鎖，可

謂是合作社平等的本質。 

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有謂：人生而平等，

卻無往不在枷鎖中。無可否認，有的人一出生即帶著先天的缺陷，也有的人一出

生即生長在窮困的家庭，還有很多的人在歧視環境下工作、生活著，不平等的現

象層出不窮，若不加以解決必將弱化經濟、社會發展。 

切記！今年國際合作社聯盟揭櫫了平等主題，強調選擇合作社，就是選擇平

等。這正如 81 年前我國《合作社法》即已認定合作社是：謂依平等原則，在互

助組織之基礎上，以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 

各位先進，的確！選擇合作社，就是掙脫枷鎖，走向連鎖，選擇實踐平等的

價值！謝謝各位。 

（本文引號內文句係來自彭師勤編譯季特所著《連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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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在糧食安全問題上應扮演之角色 

 
發表人：吳肇展 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壹、緒論 

古語有云「民以食為天」，台灣社會也有句俗諺「吃飯皇帝大」。千百年來，

糧食向來是人類維持生存與發展最為基本且必要之物，糧食安全更是國家社會持

續安定與和諧的關鍵因素。1996 年舉行的世界糧食高峰會(World Food Summit)

即定義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為「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得以實質有效地獲取充

分、安全與營養之糧食，以滿足其飲食與糧食偏好的健康活力生活」（楊明憲，

2002）。糧食安全做得越好越完善，國家社會得以長治久安；反之，糧食危機或

糧荒問題的發生，足以造成民不聊生，國家動盪，甚至改朝換代，世界各國、歷

朝歷代因糧食安全問題導致覆亡之例子不勝枚舉，可為殷鑑。 

近年來，世界各地因糧食缺乏已形成新的全球性恐慌與危機。根據聯合國糧

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簡稱 FAO）的統計指出，2014

年世界的飢餓人口總數高達 8.05 億人，佔全球總人口數的九分之一，平均每六

秒就有一位兒童死於飢餓或營養不良（FAO, 2014），解決糧食安全問題與消除飢

餓仍然是一項嚴峻的挑戰。糧食安全問題不僅發生在亞洲、非洲與中南美洲等地

區的開發中國家，就連日本、美國等先進國家也受到糧荒危機的衝擊，例如日本

奶油產業的原料牛奶多自澳洲進口，但澳洲因乾旱導致牧草減產，牛奶產量銳減，

再加上中國與印度爭相向澳洲搶購牛奶，竟讓號稱食品工業大國的日本陷入天然

奶油嚴重短缺的窘境（申雍、陳守泓，2012）。2008 年春季爆發了一場全球性的

糧食危機，共有十八個國家限制糧食出口，十三個國家因缺糧而發生示威與暴動，

數千人因而喪命，甚至連歐美國家也差點有錢買不到糧食（彭明輝，2011）。聯

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 簡稱 WFP）指出，由於全球人口

增長、開發中國家的糧食需求增加、氣候變遷導致的澇旱災害增加…等因素，造

成全球糧食產量減少，糧食價格不斷飆漲，世界正面臨糧食危機的「靜默海嘯」

（Silent tsunami）（申雍、陳守泓，2012）。 

面對全球性的糧食危機，台灣無法置身事外。我們的家園寶島台灣，向來被

稱為魚米之鄉，物產富饒，豐衣足食，糧食匱乏似乎是離我們非常遙遠的議題。

然而，台灣目前以熱量計算的糧食綜合自給率（註 1）僅 33.3％，明顯偏低，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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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類的糧食需依賴進口（行政院農委會，2014）。若仍舊延續目前的休耕與廢

耕政策，當發生嚴重的國際性糧食危機，糧食出口國限制糧食出口，或其他因素

導致糧食無法進口時，我們的寶島台灣將面臨前所未見的缺糧風暴。此外，進口

糧食的把關與檢驗一直是為人詬病的問題，例如美國牛肉添加瘦肉精、越南米與

茶含戴奧辛…等，其食品安全的疑慮更是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台灣目前雖無立即

性的糧食危機，但面臨糧食自給率嚴重不足、糧食進口依賴度高、農田耕地面積

縮小、農業人才流失與短缺…等諸多問題，猶如糧食危機的種子。故而，我們應

當居安思危，正視與面對糧食安全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 

農業是糧食的根本，沒有農民就不會有糧食產出。然而，糧食價格上漲卻沒

有使農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的農民。FAO 的《2014 年世界糧食不

安全狀況報告》指出，多數貧困與飢餓的人口都居住在農村地區，以務農為主要

的經濟支柱（FAO, 2014）。開發中國家許多小農在農業生產與運銷中常遭遇到很

大的限制與困難，例如農民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購買大型生產工具、在購買農業

生產資材時也缺乏價格談判權、其做為生產者但在面對市場與供應鏈時卻沒有議

價與定價能力…等，這使得小農最終無法從整體農產品價值鏈中獲得合理的收益，

造成農民收入低，生活水準難以改善，投入農業生產的積極程度受到衝擊。 

因此，欲解決糧食安全問題，必須從農村著手，首要之務在於保障小農的生

計與收入，合作組織在此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合作社可以有效地協助小農們克服

以上的限制與困難，使其脫離貧窮，保障生計，提高收入，進而促進農民在農業

生產上的積極性，從根本上保障糧食安全。FAO 於 2012 年世界糧食日揭示當年

的主題為「辦好農業合作社，糧食安全添保障（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key to 

feeding the world）」，聯合國主張合作社在改善糧食安全方面的功能與作用，強調

農業合作社能夠幫助小農克服許多制約因素，有助於創造就業、減少貧困與推動

糧食安全，並進一步呼籲各國政府以農業合作社的方式，提高糧食產量與品質，

以減緩世界糧食危機（FAO, 2012）。由此可見，合作社在糧食安全問題上獲得聯

合國高度的認同與期待，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實為改善糧食安全的重要組織

與策略。本研究接續將詳述全球糧食安全之問題，並說明台灣面臨的糧食危機，

進而闡述合作社如何改善糧食安全，其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以及農業合作社在保

障糧食安全方面的實際作為，最後提出結論。 

貳、全球糧食安全之問題 

一、糧食安全的定義 

1974 年 FAO 舉行了世界糧食會議，率先將糧食安全定義為「可在任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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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點提供充足的基本糧食供應，以維持一個穩定增長的糧食消耗，並抵銷生產

與價格帶來的波動」（吳天錫，2001）。1996 年世界糧食高峰會 (World Food 

Summit)則定義糧食安全為「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得以實質有效地獲取充分、

安全與營養之糧食，以滿足其飲食與糧食偏好的健康活力生活」（楊明憲，2002）。

此外，2007 年羅馬有機農業與糧食安全國際會議則進一步將糧食安全視為一種

多面向的概念，包括糧食供應、獲得、穩定性與利用等四個構面。糧食供應是指

糧食經由國內生產或進口，可充足供應；糧食獲得是指每個人均有得到充足的營

養膳食資源之權力與機會；糧食穩定性是指一個民族、家庭或個人必須在任何時

候都能獲得適當的糧食，不應冒有喪失獲得糧食的風險；糧食利用是指個人得以

運用糧食以達到滿足生理健康所需的營養平衡狀態（FAO, 2007）。 

二、2008 年全球糧食危機 

糧食安全的問題係在於許多內外在因素，使得糧食的供給與需求無法有效達

到均衡。全球的極端氣候已從異常逐漸變成常態，使得全球糧食生產體系非常脆

弱，隨時可能因為天災而減產，導致糧食不足。在另一方面，世界人口持續增長，

且排名前兩大的人口大國中國大陸與印度，其人民因經濟條件改善而改變了飲食

習慣，迅速增加了肉食量，因而人與牲畜所消耗的穀物總量也急速上升。當供給

面無法提升，而消費量卻不斷增長時，國際糧食價格便會持續攀高，使得全球糧

食儲存量經常低於安全標準，甚至可能下降，2008 年春季即曾發生全球糧食危

機。 

2008 年的全球糧食危機起因於近年來全球氣候異常，導致小麥主要出口國

澳洲、烏克蘭與歐盟諸國連續數年乾旱，全球產量銳減，僅能消耗既有存糧。2007

年底時，全球糧食儲存量只剩五十七天，遠低於安全標準七十天，隨時可能爆發

全球性糧食危機。2008 年春季，俄國與印度等十八個國家為了避免其國內有斷

糧之虞，限制了糧食出口，使得國際穀物交易市場幾乎全部休市。埃及、印尼、

菲律賓…等十三個國家因為缺糧而引發示威與暴動，數千人為此喪命，更導致海

地與馬達加斯加政府垮台。美國最大通路商Wal-Mart與Costco則相繼祭出白米、

麵粉與食用油的購買限制（施舜耘、曾淑霞，2008；彭明輝，2011）。當年的糧

食危機首次讓先進富庶的歐美國家經歷到有錢也可能買不到糧食的困境。 

三、全球糧食安全問題的影響因素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簡稱 WEF）指出，大多數開發中與

已開發國家的糧食價格相對偏低，但由於人口成長、人民生活方式改變、氣候改

變…等因素，不僅威脅糧食供給安全，且未來可能持續惡化，糧食安全已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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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十年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風險（施舜耘、曾淑霞，2008）。糧食安全牽一髮

則動全身，已成為全球性的問題，本研究將糧食安全的成因歸納如下數項： 

（一）人口成長 

目前全球人口總數為 72億，聯合國預估至 2050年全球人口將會超過 90億，

FAO 指出 2050 年之前，全球糧食產量必須在目前的基礎上增加七成，才能滿足

人類需求，全球糧食的供應將會面臨嚴峻的考驗（FAO, 2014）。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 1798 年出版的《人口論》提出警告，如果人口不受任何節制，

其將會以等比級數增長，但糧食只會呈現等差級數成長，糧食消耗量的速度較糧

食產量增長速度快，將造成糧食不足、飢荒，甚至戰爭。其後，德國經濟學家李

斯特（Friedrich List）指出，馬爾薩斯的理論忽略了技術創新的效果。1943 年至

1970 年代的綠色革命以農業育種技術為主，配合使用化肥與農藥，使得稻米與

小麥等主要糧食的產量有所增長，糧食產量增長的速度超過人口成長的速度。然

而，綠色革命需要大量的農藥、化肥與灌溉，對環境產生嚴重危害，造成土壤酸

化、鹽化與表土流失，許多耕地被迫休耕，而水資源總量有限，民生與工業用水

競爭水源，使得灌溉面積日益減少（柴田明夫，2009）。隨著時間的經過，以農

業育種技術為主的綠色革命，已無法在人口持續成長的壓力下，同時面對全球氣

候變遷、土壤酸化、鹽化與灌溉用水不足的嚴峻挑戰（Wollenweber et al.， 2005）。

因此，綠色革命的成效已日漸衰微，糧食增長的速度將跟不上人口成長的速度。 

（二）飲食習慣改變 

糧食安全不僅是人口成長所造成的問題，開發中國家的人民隨著經濟發展而

改變的飲食習慣，也使得糧食安全問題雪上加霜。《經濟學人》指出，全球糧食

需求遽增的主因之一即為中國、印度及其他開發中國家經濟高度成長，國民所得

增加，使其改變過去的飲食習慣，提升對肉類食品的需求。《經濟學人》進一步

估計，生產 1 公斤豬肉與牛肉，分別需要投入 3 公斤與 8 公斤的穀物作為飼料，

也就是說，每當人口總數突破 13 億的中國平均豬肉消費需求增加 1 公斤，即需

要增加 390 萬公噸的穀物消耗（施舜耘、曾淑霞，2008）。肉食者需要的熱量是

素食者的五至七倍，隨著開發中國家對於肉類食品的需求增加，糧食供給壓力更

加沈重，且農民需要種植更多農作物才能生產更多的肉類，相對將排擠食用糧食

的供給。 

（三）氣候變遷 

溫室效應導致全球氣候極端化，持續的極端型氣候已逐漸從異常變成常態，

全球糧食供應鏈體系隨時可能因為極端氣候造成的天災而減產。2003 年起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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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異常，澳洲因連年乾旱而歉收，使得 2007 年小麥出口量減少四百萬噸。同

年，烏克蘭小麥出口量也減少三百萬噸。另外，孟加拉遭受暴雨襲擊，稻米減產

三百萬噸。2010 年夏天至 2011 年年初，全球主要農業產區紛遭水災與旱災，幾

無倖免。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簡稱 IPCC）指出，天災的嚴重程度加劇、氣候及降雨型態變化等氣候改變的現

象，將衝擊全球農業生產表現，估計 2050 年全球糧食產量不但無法增加，還將

減產 25％（彭明輝，2011）。 

（四）貿易商的壟斷 

全世界大部分的農產品被極少數的廠商所壟斷，五大公司控制全球九成的穀

物貿易；全球前三十大食品公司控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食品通路；前三大玉米輸

出國佔全球玉米出口的七成（McMichael, 2009）。大型貿易商與通路商的壟斷，

使其得以輕易炒作糧食的價格，糧食的主要利潤也因而歸屬於這些廠商，生產者

的利潤則普遍被壓縮到最低，遭受到嚴重的剝削。FAO 的統計資料顯示，咖啡

價格僅有 10％回到農場，香蕉農場的工人只獲得售價的 2％（McMichael, 2009）。

剝削農業生產者將驅使人口、資金與土地從農業部門流向工業部門，也使得市場

機制無法再有效調節農產品的生產。 

參、台灣糧食安全 

台灣除了與世界各國同樣需面對全球性糧食安全問題的成因之外，尚有些國

內的因素會影響糧食安全，本研究歸納以下兩項主要的影響因素： 

一、糧食自給率低 

台灣的稻米自給率約九成，但小麥、大豆、玉米與馬鈴薯的自給率卻接近零，

飼料玉米約有九成需仰賴進口。雖然本土稻米產量足夠，然而近年來國人稻米食

用量持續下降，2013年每人僅吃44.96公斤，創十年新低，與此同時，喜歡吃麵

包、麵條的人卻越來越多，平均每人一年吃掉36.14公斤（林慧貞，2014）。我

國的小麥、玉米、大豆與動物飼料等農糧產品幾乎全需仰賴進口，故而以熱量計

算的糧食綜合自給率嚴重偏低，2014年僅為33.3％（行政院農委會，2014）。日

本、韓國與英國的糧食綜合自給率分別為41％、45％與70％，美國、加拿大、澳

洲與法國的糧食自給率皆超過100％，相較先進國家，台灣糧食自給率處於絕對

低的狀態（林巍，2011）。近年來，農業貿易自由化壓力促使政府進一步開放部

分農產品市場，農產品進口快速成長，糧食自給率也因而下降（吳榮杰，2013）。

此外，台灣過去最高有20.9萬公頃的休耕農地，雖然目前休耕農地面積已降至11

萬公頃左右，但多數是用來種植花卉或地方特產，並非糧食作物，這也是台灣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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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自給率偏低的因素。 

二、傳統農業式微 

農業在早期台灣社會中扮演著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當時糧食多可充分供應，

自給自足，並透過農產品外銷賺取大量外匯，協助工業與商業迅速發展（申雍、

陳守泓，2012）。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與自由貿易的衝擊，工業與商業蓬勃發展，

傳統農業日益沒落，取而代之的是以觀光旅遊為訴求的休閒農業，其對於糧食生

產並無多大助益，使得國內糧食多依賴進口。傳統農業的式微也使得台灣農村日

漸沒落，農業總人口數逐年遞減，年輕人投入農業的人數銳減，農村人口外移，

使得農業人口平均年齡逐漸增長，根據調查，台灣農民平均年齡為 62 歲，主力

農家（註 2）平均年齡為 57.5 歲，僅有十萬六千多戶（行政院主計處，2014）。

農業為糧食的根本，農業人口流失，老農逐漸凋零，年輕人務農意願低落，若干

年後台灣的農業知識技術如何傳承？農業生產力又何以維繫？ 

肆、合作社應扮演之角色 

農業是生產與提供糧食的產業，至今未有第二種產業得以取代其生產糧食的

功能與地位（許文富，2003）。換言之，農業是糧食供應的基礎，農民則是糧食

的生產者。在許多國家，小規模農業生產者是糧食作物的主要生產者，但許多辛

勤小農的收入卻未能隨著糧食買賣與糧價上漲而增加，甚至連合理的利潤都無法

賺取，遭受嚴重剝削，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存在許多貧困的農民。根據 FAO 的

統計，現今全球飢餓人口數達 8.05 億，其中有七成生活在開發中國家的農村地

區，以務農維生，而這些開發中國家亦包括多個主要糧食出口國，例如印度與中

國大陸（FAO, 2014）。 

開發中國家的小農們雖是糧食的生產者，但在糧食的生產與買賣過程中普遍

缺乏談判能力、議價能力與資金能力，更難以直接參與市場銷售產品，因而在農

業生產與銷售上遭受嚴重的限制與剝削。首先，小農們通常不瞭解國內與國際市

場的形勢變化，即便是糧價上漲，也很難經由整體農產品價值鏈獲取合理的收入。

其次，他們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購買大型的農業生產機具。再者，在購買諸如種

子、肥料等農業生產資材時，他們在議價談判上也趨於弱勢。此外，就算是這些

條件都十分有利，許多小農還會面臨其他障礙，例如缺乏將作物運送至市場的運

輸工具、農村地區缺乏適當的基礎設施…等。面對冗長的農產供應鏈與龐大的農

產市場，小農們是整體產業中最脆弱的群體，這一系列問題造成農民收入與生活

水準偏低，農業生產力也受到嚴重打擊。 

保障糧食安全的根本之道在於提升小農的收入與生活水準，進而提升農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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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力，合作社在此具有重要的功能與角色。根據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簡稱 ICA）的定義，合作社是人們志願結合的自治團體，

運用共同所有與民主掌控的組織，以實現他們共同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需求與

期望（陳伯村、趙榮松，2001）。換言之，合作社是一種由社員志願組成，共同

所有與民主管理的組織，透過社員互助合作的模式，達成共同的經濟、社會與文

化目標。2012 年世界糧食日揭示當年的主題為「辦好農業合作社，糧食安全添

保障（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key to feeding the world）」，聯合國認為農業合

作社能夠有助於創造就業、減少貧困與推動糧食安全，尤其是在糧食安全方面，

合作社的角色舉足輕重，進而呼籲以農業合作社的方式，提高糧食產量與品質，

以保障糧食安全（FAO, 2012）。而在開發中國家，更應加強發展農業合作社，以

增加糧食生產與提高農業生產者的實質所得（孫炳焱，2011）。國際組織與知名

學者均肯定農業合作社在糧食安全問題上的功能與地位，足見發展農業合作社實

為改善糧食安全的關鍵策略。 

農業合作社發軔至今已逾一百五十餘年歷史，全世界超過 50％的農業產銷

活動是透過農業合作社完成，其在農產品生產、加工、運銷與資金融通等方面，

均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實為各國農村建設至為重要的社會經濟組織（于躍門，

2002）。當小農們組成或加入合作社後，即可以克服其在農產品生產至銷售的供

應鏈上之限制，更可避免受到剝削。在購買資材時，經由合作社共同購買機制，

農民們能以經濟實惠的價格購得生產所需的資材；在生產農產品時，合作社能協

助個體小農提升農耕生產技術，並提供相關資訊；在銷售農產品時，能經由共同

運銷機制，幫助農民運送農產品，並進行合理且公平的定價與交易。因此，農業

合作社可以幫助農民降低生產成本，掌握市場機會，減少交易成本，進而增加收

入，提高農民的生產力與農產品品質，從根本上保障糧食安全。 

本研究將農業合作社在整體糧食供應鏈上具備的功能與角色歸納如下： 

一、小農耕地面積普遍較小，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可擴大經營規模，降低成本，

充分利用農業勞動力，提升效率。此外，可透過契作或計畫性生產方式調

節供給，安定糧食生產，穩定糧食價格。 

二、小農經營規模普遍較小，組織農業供給、利用合作社以共同採購農業生產所

需的資材與機具，可提高議價能力，降低糧食生產成本。 

三、農民與盤商之間普遍存在著資訊不對稱的現象，易受盤商欺騙與剝削。組織

農產運銷合作社，共同運銷所生產的農產品，可擴大運銷規模，提升市場

議價能力，進而使農糧市場價格合理化。 

四、在資金融通方面，一般商業銀行不易貸放資金予小農。組織農村信用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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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小農較易取得生產或運銷所需的資金，得以活絡農村金融，投資購買

農業生產設備與農耕田地，有助於增產農糧。 

五、合作社具備社會與文化目標，可透過農業合作社辦理農民推廣教育與農村福

利事業，並推動農村基礎建設，進行農村社區整體營造，以改善農民生活

品質，促進農業發展與農村現代化。 

六、面對自由貿易下的市場競爭態勢，農產品的品質是獲取競爭優勢的核心，農

糧品質的良窳與國家或地區的農業競爭力息息相關。農業合作社可幫助農

民建立農糧品質管理機制，並研擬與執行有效的行銷策略，以提升競爭力。 

伍、農業合作社在糧食安全上之實踐 

聯合國期望能將已開發國家的農業合作社經營經驗應用至開發中國家，推動

開發中國家農業合作社之發展，以保障糧食安全，解決貧困與飢餓的問題。在歐

美先進國家方面，美國身為已開發國家中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其糧食產量佔世界

總產量 20％，其中的 80％即是由農業合作社生產，故可知合作社在美國農業中

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根據美國農業部統計，2012 年美國農業合作社的數量達

2238 家，註冊社員達 230 萬人，資產規模達 829 億美元，營業收入達 2350 億美

元，這幾項數據均創下美國農業合作社發展以來之歷史最高水準（李健、阮建雯、

郭興昱，2013）。 

在歐盟各國中，素有合作社王國之稱的丹麥，合作社的發展係以農業合作社

為重心，可謂世界的典範，幾乎所有農民都是農業合作社的社員（吳肇展、曾馨

誼、黃馨霈，2012）。丹麥最大的皇冠合作社（Danish Crown Group）是歐洲最

大的屠宰聯盟，雇員總數達 2.04 萬人，有兩萬養豬戶，近 90％的生豬屠宰加工

與該合作社有關（方珍玲、李固遠，2013）。此外，英國與法國的農業合作社也

十分普遍與發達。歐洲的重要農業生產國荷蘭，農民收入的 60％以上是經由農

業合作社所取得，由合作社銷售的蔬菜與乳製品的市場佔有率達 75％至 95％，

而合作社在牛肉與糖的市場佔有率則達 40％至 63％（彭明輝，2011）。由此可知，

農業合作社實為歐美先進國家農糧生產最為重要的組織，合作經濟制度也確為這

些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經濟政策。 

在東亞的先進國家中，日本的農業合作社發展最為完善。在日本有九成以上

的農民都加入農民協同組合（簡稱農協）這樣的合作組織，農協不僅能協助農民

掌握市場資訊、分析耕地特性與適種作物，而且能幫助他們貸款購置生產設備、

發展生產計畫與學習生產技術，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並提升農產品品質。在農

產品運銷上，農協亦會為農民尋找農產品的市場與通路，並代為洽談價格，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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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為銷售，以減少下游廠商的剝削。日本農協在農產品批發市場中有超過六成的

市場佔有率（胡忠一，2003）。除了日本農協之外，韓國農協的發展也不遑多讓，

韓國農協的市場通路遍及全國，其農協超市裡的各種農產品都是產地直送，達到

農超對接的狀態（凌志，2005）。韓國農協也發展出全國最大的物流網絡，掌控

行銷通路，並進一步進軍海外市場。 

    許多開發中國家亦積極組織農業合作社以維繫糧食安全，擺脫貧困與飢餓的

困境。位於中南美洲的巴西有1500多家農業合作社，社員約有百萬人，其生產力

佔了巴西農業國內生產總值的40％。同樣是中南美洲國家的哥倫比亞，其成立於

1927年，由咖啡種植戶所組成的全國咖啡種植業者聯合會（Federación Nacional de 

Cafeteros de Colombia; 簡稱 FNC），負責為56萬咖啡種植業者提供生產與銷售服

務，並從事咖啡種植的研究與推廣工作。經由FNC多年的經營，使得哥倫比亞咖

啡現已成為國際知名咖啡品牌（周孟嫻，2013）。在非洲國家方面，肯亞的農業

合作社佔了咖啡市場70％、乳品市場76％、棉花市場95％的佔有率，93萬農民經

由加入農業合作社獲得了穩定的收入。此外，衣索匹亞大約90萬農民與埃及大約

400萬農民也因加入農業合作社而增加收入（FAO, 2012）。 

陸、結論 

面對世界人口快速成長、全球極端氣候持續惡化、開發中國家糧食需求增加、

國際農業貿易自由化…等因素的衝擊，聯合國與世界各國目前都以保障與維繫糧

食安全為重要的政策方向。欲確保糧食安全必須先從農業著手，農業是糧食供應

的基礎，沒有農民就沒有糧食產出，唯有穩定且永續的農業發展才能從根本上保

障糧食安全。然而，許多國家的農業型態是以小農經營為主，小農們在農業生產

與銷售上遭遇很多困難，諸如市場資訊不明造成生產過剩或不足、農用資材的採

購成本偏高、通路商壟斷市場且壓低產地價格…等，導致農民收入偏低，嚴重影

響農糧生產力。為了克服這些問題，聯合國積極推廣農業合作社制度，農業合作

社在提升農民生活水準、增進農業生產力、穩定糧食供給等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

色。 

聯合國將農業合作社視為保障糧食安全與消除貧困的一股重要力量，農民組

織與利用農業合作社，可提高農業競爭力，促進農業升級，增強經營效率與生產

力。運用農產運銷合作社，可順利運銷農產品；運用農業生產合作社，可擴大農

場經營規模；運用農業供給、利用合作社，可確保農機、種苗、肥料、農藥與其

他農用資材之供應與品質；運用農村信用合作社，可貸得農業經營所需之資金；

運用農務勞動合作社，可提供專業農民工作機會。此外，農業合作社能推動農村

基礎建設，促進農村現代化，改善農民生活品質。農業合作社的發展能夠幫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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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規範農業生產行為，目前全球農業合作社的農產量已達全世界農產量的50％，

小農唯有透過合作社的互助合作機制，才能提高議價力、購買力、效率與生產力，

並改善生活品質與水準，進而保障糧食安全。 

無論是已開發國家或是開發中國家，農業合作社在提升農民所得與穩定糧食

供給方面貢獻良多，且成效卓著。就國際趨勢的觀點，發展農業合作社已是保障

糧食安全、實現消除貧困與飢餓的必然之道，而台灣亦不例外。台灣的農業合作

社自日據時代即開始發展，將合作農場併計，目前共登記有1236家，社員十七萬

多人，並成立了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等聯合社組

織，作為溝通協調與社間合作的平台，農業合作組織在台灣的發展已具相當的規

模與成熟度。雖然台灣目前並無立即性的糧食安全危機，但仍存在著糧食自給率

嚴重不足、糧食進口倚賴程度高、WTO等農業貿易自由化的衝擊、農業人才流

失與短缺…等諸多難題需要克服與解決。因此，積極且永續發展農業合作組織是

有效解決這些潛在的糧食安全問題之重要策略。就農民而言，應體認在小農制的

台灣，面對市場全球化與自由化的挑戰，唯有透過農業合作而團結力量，才得以

改善其經濟與社會地位；就政府而言，應給予農業合作社更多政策與資源的支持，

積極協助合作組織發展與成長，以提升農糧生產力，保障糧食安全。 

註釋 

1. 糧食自給率是以熱量為計算單位，通常以「穀物自給率」與「糧食綜合自給

率」表示。「穀物自給率」是以國人每年直接攝取的所有穀物熱量作為分母，

並以其中國內生產的部分作為分子來計算。「糧食綜合自給率」則是以國人

每年直接攝取的所有食物熱量總和作為分母，並以其中國內生產的部分作為

分子來計算。因此，「糧食綜合自給率」不但計入人所吃的穀物，而且計入

肉類、奶製品，以及肉用禽、畜、魚類的飼料，比較能確實反應一個國家之

糧食充足與對外倚賴的程度。 

2. 根據農委會對於經常從農的「主力農家」之定義：係指戶內有 65 歲以下從

農者，且其全年從事農牧業工作日數在 90 日以上，也就是說，是真正以農

業為主要收入的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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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在糧食安全問題上應扮演之角色與談稿 
 

與談人：李桂秋 教授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農業發展攸關社會安定與國家安全。本篇作者吳教授其文章內容清晰且詳細

的閳述合作社能在糧食安全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作者首先依據聯合國

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統計資料指出糧食安全對人

類生存的重要性，若欲解決糧食安全，必需重視農業合作組織。作者進而說明台

灣糧食自給率有嚴重偏低的現象，糧食多半依賴進口。糧食安全不可忽視，若能

透過農業合作社可以幫助農民降低生產成本，掌握市場機會，減少交易成本，進

而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生產力與農產品品質，從而利用農業合作社的實踐

來達成糧食安全的目標。 

本篇文章的優點如下： 

1. 作者引經據典述明其文章內容，所依據的數據都是最新的參考文獻。 

2. 本文從國際視野角度探討糧食安全的現況及其影響因素，進而探討台灣糧食

安全所面臨的問題。 

3. 本文適切的利用農業合作社組織來解決當前糧食不足的問題。農業合作社可

幫助農民建立農糧品質管理機制，並有效執行行銷策略，藉以提升競爭力。 

4. 在 P8; 本文利用成功的農業合作社案例，諸如美國糧食產量佔世界總產量 20

％，其中的 80％係由農業合作社生產，反應出農業合作社在美國農業中佔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根據美國農業部統計於 2012 年美國農業合作社的數量達

2238 家，註冊社員達 230 萬人，資產規模達 829 億美元，營業收入達 2350

億美元，創下美國農業合作社發展以來之歷史最高水準，說明農業合作社對

農民所得提高的貢獻。此外本文亦提到丹麥、英、法、荷蘭、日本、韓國、

巴西、哥倫比亞、肯亞及衣索匹亞等國家，無論是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

亦或是低度開發國家農民都會因為加入農業合作社而增加其收入，（FAO, 

2012）。 

5. 最重要者，本文說明全球化與自由化的市場挑戰下，農民可透過農業合作組

織改善其經濟與社會地位。而且說明政府應給予農業合作社更多政策與資源

的支持，積極協助合作組織發展與成長，以提升農糧生產力，保障糧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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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強調政府角色的重要必須大力支持農業合作社發展，進而保障糧食安全。 

參考建議： 

為期使各國社會、經濟與環境能夠永續發展，擬建議由合作社組織保障糧食

安全（Food security）、消除貧窮（Eradication of poverty）及食品安全（Food safety）

等三構面，茲加以說明如下： 

（一）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 

1. 作者提到全世界大部分的農產品被極少數的廠商所壟斷，五大公司控制

全球九成的穀物貿易；全球前三十大食品公司控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食品通路；

前三大玉米輸出國約占全球玉米出口的七成（McMichael, 2009）。大型貿易商與

通路商的壟斷，輕易炒作糧食的價格，如果利用農業合作組織力量，可以增加農

產品價格的議價能力，利用集體組織力量爭取農民收益。 

2. 依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建議的糧食安全衡量標準，為糧食庫存量占

消費量之比例不得低於 17%至 18%，即相當於該糧食約 2 個月之消費量。由於

稻米仍為國人主食，農委會於 2006 年參考 FAO 標準並考量台灣農業生產及公糧

收購與保存成本，訂定了稻米安全存量，亦即以不低於三個月之稻米消費量。在

此規範下，台灣儲糧有 30 萬噸，約為國內消費量的 30%。2011 年 5 月，台灣舉

行全國糧食安全會議，當時行政院長吳敦義先生（現任副總統）指出，糧食安全

是國家安全層級問題，若處理不當會導致嚴重後果，並訂出 2020 年的糧食自給

率達 40％為政策目標。 

3. 依據 2015 年 4 月 21 日財新網報導，中國農業進入了新週期，農產品產

量擴大，人們對糧食需求減少，庫存壓力非常巨大。2014/15 年全球玉米期末庫

存約為 1.88 億噸，中國的玉米庫存約為 7950 萬噸。由於中國自 2007 年迄今，

非常重視農業合作社組織發展（截至 2014 年為止，業已成立約 130 萬家以上的

農業合作社），使得中國糧食庫存量高。糧食持續增產的同時，進口亦是屢創新

高。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2014 年中國進口穀物 1951 萬噸，同比增長 33.8％，

創歷史新高。進口大豆 7140 萬噸，同比增長 12.7％，包含大豆在內的中國統計

口徑的糧食，進口 9000 萬噸，占國內糧食產量的 15％。目前中國三大主糧庫存

消費比已達到 50％，如此高的庫存消費比世界罕見。但是中國農業目前仍呈現

以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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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其國內主要農產品價格已全面超過國際價格。 

(2) 中國農產品成本仍在不斷上升。 

(3) 中國加入 WTO 時承諾，價格支持及對農產品的直接補貼不得超過產值的

8.5％，但是中國已經到了此底線，2010~2012 年農業補貼率約為 15％，

高於美國，接近 OECD 國家 18.7％的平均水平。 

(4) 生態環境對農業已亮起了紅燈。2013 年中國中重度汙染耕地達 5000 萬畝

左右，耕地汙染超標率為 19.4％，超標面積達 3.5 億畝，每畝耕地化肥施

用量是已開發國家的 3 倍左右。全國約有 1.4 億畝耕地受農藥汙染，土壤

自淨能力受到嚴重影響。截至 2010 年底，中國人均耕地面積減少至 1.38

畝，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40％。中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亦不到世界平均

水平的 1/4，中國也是全球 13 個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2013 年

中國政府要求利用國際農產品市場與農業資源，有效調整補充其國內糧食

供給。若要解決糧食流通領域高庫存、進口挑戰、市場失靈政策調整壓力

等多重問題，還需要三農工作者艱巨的努力。 

表一：2005 年~2014 中國糧食“從產不足需”到“供需緊平衡” 

 

(5) 由於 2007~2008 年氣候變遷糧食危機，造成糧食價格被受關注，英國政府

談到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時，認為在有限可用的資源使用下，最好

是透過永續性的強化（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市場自由化（market 

liberalization）和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等方面來達成糧食安全。

在集體行動的框架下建立夥伴關係。它是一種由多元組織移動的社會政治

領域，糧食安全目前是全球關注的主題。糧食安全更應具有包容性和適應

社會正義的需要。儘管在不對稱的政治權力關係下，糧食安全的定義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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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當地糧食系統而言，它不僅只是提供糧食的數量，改變飲食或杜絕浪費，

它更應是涵蓋於社區，家庭和個人的需求，提供給當地更變革與進步的功

能與作用（Kirwan & Maye; 2013）。 

 

 

（二）消除貧窮（Eradication of poverty） 

1.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於 2015 年，除在反貧窮和抗疾病的鬥爭中完成許多其

它目標外，將使每天生活費用不到 1 美元的人口數量能夠減少一半。利用合作組

織增加人們所得。諸如尤努斯以微型金融方式提倡「鄉村平民銀行」提高人們生

活水準。 

2.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努力加強各政府和民間社會組織的能力，消除導致貧

窮的所有因素，如增加糧食安全、改善住房和基本生活設施、提供就業機會、提

高人們獲得土地、貸款、技術、培訓和市場的機會，使人們能參與決定他們生活

的政治進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反貧窮的中心工作是提高貧窮者的能力，創建責

任政府，改善個人，擴展教育群體以及為窮人提供醫療保險。如果能夠由合作組

織推動，相信提高人們國民所得會有所幫助。 

3. 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是對貧窮國家基本社會服務最大的資金捐助來源。

來自該組織的資金曾使非洲兒童得到過 500 萬冊課本，在亞洲建立並資助了 6700

多個衛生保健中心，在拉丁美洲使 950 萬窮人受益於社會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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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品安全（Food safety） 

1. 由於農業具有非經濟價值，包括維護生態、食品安全、鄉村就業、社會

穩定等功能。 

2.若依摩洛哥蔬果供應鏈為例，在面對食品安全標準(Food safety standards)

條件下，探討國際糧食供應鏈組織行為。在摩洛哥食品安全法規和監管體系下，

衡量促進出口事前承諾能力與目標市場的需求分析。本文參考 Ait Hou， M.etal

（2015）文章，該篇直接係以問卷調查方式在摩洛哥蘇斯 - 馬薩地區（in the 

Souss Massa Region）研究分析生產者/出口者。以縱向連結生產商/出口商，純粹

出口商和合作社等類型加以分析。且說明立法對發展與統一歐洲監管制度的和諧。

研究結果似乎也顯示，食品供應鏈的組織和目標市場類型及商業化供應鏈之間的

連結，其中以超市導向(supermarket-oriented)的出口商是垂直整合供應鏈最喜歡

的通道。由圖一顯示出合作社在食品安全上具有其發揮的功效（詳見圖一）。 

 

圖一：上下游關係與貿易流程圖。 

資料來源：Ait Hou, M., Grazia,C., and Malorgio,G., (2015), “Food safety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Moroccan fruit and vegetable exports,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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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在糧食安全問題上應扮演角色之發想 

 
與談人：洪志誠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經營管理學程 
 

吳教授在文中引述楊主秘之大作，提及 1996 年舉行的世界糧食高峰會

(World Food Summit)即定義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為「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得

以 實質有效地獲取充分、安全與營養之糧食，以滿足其飲食與糧食偏好的健康

活力生活」（楊明憲，2002）。要達到「健康活力生活」之境界，除了追求量的不

餘匱乏外，質的安全與營養應該也是重要的課題。 

吳教授也對農業合作社之功能有詳細描述，如提升個別農民之議價能力等等，

但在現今之市場經濟體制下，是否有可能藉由創造和諧之產銷環境，讓農民與消

費者都能共蒙其利；在此個人發想一個議題供與會學者專家共同來思考：若能藉

由農業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之結合，同時導入供應鏈管理之理念，輔以食農教育

之運作消彌產銷對立之型態，除符合國際合作聯盟合作七大原則之社間合作外，

應可創造產銷雙贏的局面。 

目前台灣農產品運銷多屬二階或三階通路型態，如生產者→批發商→零售商

→消費者即屬二階通路型態，若中間還有零批商則屬三階通路型態；運銷中間商

主要功能在將生產者之少樣多量型態轉換成消費者所需要之少量多樣形態，而每

一中間階段均需支付費用或收取合理利潤，因此運銷通路階段越長中間費用就越

高，因而造成消費者元中生產者所得比例偏低之景狀，若能推動農民→農業合作

社→消費合作社→消費者之通路型態，則中間商之費用或利潤將移轉至農業合作

社或消費合作社，而合作社藉由盈餘分配又可將利潤回饋社員，達到產銷雙贏之

目標。 

理論上農民→農業合作社→消費合作社→消費者之供應鏈型態極具市場競

爭力，供應鏈管理的精神在於創造整條供應鏈之利潤最大化，若供應鏈中各階段

之利潤有分配不合理之情事，將導致供應鏈之瓦解；惟供應鏈是否得以永續發展，

亦尚需評估農業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之經營是否較傳統中間商更具效率。而單一

合作社可能無法滿足消費合作社之需求，聯合社則可整合不同生產品項之個別農

業合作社，執行將生產型態轉換成消費型態之功能。 

目前之市場經濟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消費者追求物美價廉，二者是衝突

的，因此在農民→農業合作社→消費合作社→消費者之供應鏈型態下，應輔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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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教育之推動，讓消費者了解農民之生產環境，甚至親自體驗作物栽培管理活動

後，將會更加珍惜他所獲取的糧食食材，也對農民有更多的體諒；而農民在與消

費者面對面接觸後，對於產品的安全與營養將會更加重視，因為這些曾經來到他

農場的消費者，他怎能不去關懷他們的健康呢；因此藉由彼此的體諒與關懷取代

了原本的對立與衝突。 

吳教授在文中提出 2012 年世界糧食日揭示當年的主題為「辦好農業合作社，

糧食安全添保障（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key to feeding the world）」，聯合國認

為農業合作社能夠有助於創造就業、減少貧困與推動糧食安全，尤其是在糧食安

全方面，合作社的角色舉足輕重，進而呼籲以農業合作社的方式，提高糧食產量

與品質，以保障糧食安全（FAO, 2012）。可見世界各國對於解決糧食安全問題對

農業合作社寄予高度厚望，也希望我國政府也能持相同態度，擬定輔導政策與支

援讓合作事業在國內糧食安全議題上，得以扮演更積極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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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一) 

主持人 楊明憲秘書長—逢甲大學秘書處 

  謝謝洪老師的與談，接下來因應時間流程，討論留到下午的綜合座談，請各

位貴賓踴躍參與，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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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合作社的金融政策與社會福祉之關聯性 
 

發表人：吳雪伶教授、王傳慶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係在探討歐洲不同類型的合作社在金融政策下所採取之積極

作為，對其社會福祉的相關影響力。我們透過文獻研究法進行必要的敘述與分析，

並列舉歷史悠久之英國合作集團、德國合作銀行與西班牙蒙德拉貢公司等成功典

範，探討它們的發展脈絡、金融發展模式、持久性競爭優勢、合作金融與社會福

祉之相關性，藉以瞭解各合作社要立於不敗所需潛能與資源配置之技能，俾能作

為未來世界各國推展合作社邁向成功優勢的助力。我們發現它們之所以成功，並

維持持久性競爭優勢，除確實恪遵合作原則與基本價值外，也能建立良好的合作

金融制度(尤其是強化資本結構)，助成它們履行創造社會福祉之責任，更難可貴

的是它們均能克服慣性，並發揮較佳的效率、品質、創新與顧客回應之特異能力，

這是目前全球合作社最需借鏡學習的關鍵動能。 

關鍵詞：合作金融、社會福祉、金融監理、持久性競爭優勢 

壹、前言 

國際合作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ICA)致力於推動合作社業務

之發展，目前有百餘會員國，十億社員人口，顯著成效已為全球矚目的焦點。聯

合國(United Nation, UN)、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等

組織亦紛紛投入於關注合作社發展，如：UN 與 ICA 合辦「國際合作節」(註 1)，

制定每年主題(theme)將合作理念傳播至世界各地，以及公佈 2012 年為「國際合

作社年」，宣揚「促進合作社企業，建設更美好世界(Cooperative Enterprises Build 

a Better world)口號，希望藉此提升合作社的能見度，爭取更多族群的認同與支持

(孫炳焱譯，2011)；ILO 提供「合作社立法準則」專書，協助合作社法立法之指

導與建議(梁玲菁、丁秋芳，2013)、ILO 在非洲推動區域性技術合作計畫(于躍門，

2013)…等實例不勝枚舉，足見合作社組織日趨重要，已成為一個令人注目的經

濟企業模式(UN coops, 2011)。 

ICA 宣示 2020 年大願景要讓合作社組織成為全世界發展最快的企業模式，

十年藍圖(Blueprint for a Cooperative Decade)首先回顧過去的全球變遷，並展望未



48 

 

來在環境惡化、資源耗竭、金融不穩定、治理缺口擴大，以及青年公民權被剝奪

下，如何進行策略性規劃，讓國際性合作運動之發展更順遂。該藍圖期許達成目

標：1.合作社在經濟、社會與環境等領域之永續發展成為領導者；2.合作社成為

社會大眾喜愛的經營模式；3.合作社業務能快速成長，並規劃五大策略主題即參

與(participation)、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認同(identity)、資金(capital)與法規架

構(legal framework)，其中認同為不可或缺的核心項目。策略主題提出未來趨勢、

策略目標與行動，其中每項策略行動均與另四項策略主題有雙向、單向或透過認

同進行互相連結，形成一個相輔相成、緊密合作的策略網絡。由此可知，ICA 期

許合作組織在未來十年趨於全球引領者的角色，並促使它們在經濟、社會與環境

等領域成為標竿企業(ICA 十年藍圖，于躍門,2013)。 

ICA 去年(2014)公佈「合作社與就業：全球報告」，顯示合作企業在全球僱

用 2.5 億人(不含間接或誘發性僱用)，亞洲 2.2 億人為最多、歐洲約 1.6 千萬人次

之。另外，EURICSE 公佈「世界合作社監察報告」指出全球 65 個國家 1,926 個

合作社之營業額 2.6 萬億美元(2012 年)，歐洲 1,370 百萬美元(52%)、美加 721 百

萬美元(27%)、亞洲 436 百萬美元(17%)與全球 300 個大合作社(26 國)之營業額

2.2 萬億美元(www.monitor.coop)。由此可知，過去歐洲合作社無論在社員人數或

經濟上居主導地位，近因亞洲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等)加入社員遽增，歐洲

合作社員人數居於次要地位；但經濟優勢仍具領導地位(表一)。準此以故，考量

歐洲是世界合作社(註 2)的誕生地與德國是現代合作經濟(金融)的發源地，本文以

歐洲合作社為對象，探討合作金融與社會福址之關聯性。不過，金融是指政府、

個人或組織透過募集、配置或使用資金而產生所有資本的流動，本文的金融政策，

非指中央銀行為調控經濟目標所採取之貨幣、利率或匯率等政策，而指合作社為

改善或有利於融資環境所採取相關措施或做法而言。 

Kalmi(2007)指出合作社的重要性並不僅僅基於其經濟意義，因為合作社還

能解決社會問題、減輕貧困與促進社會發展。UN、ICA 等組織早已公開稱讚合

作社的積極貢獻，尤其合作社兼具經濟與社會的雙重性(註 3)，且其雖以經濟為

目標的組織，但非以利潤極大化為目的(Neto et.al.，2010)，較一般企業具有自身

優勢，故合作社較能因應不確定環境之嚴峻挑戰，其對抗危機較具韌性(resilience) 

(CECOP-CICOPA,2010；Bentivogli & Viviano,2012；Carini & Carpita,2014)，係歸

因於合作社能滿足社員需求的多重目標。不過，合作社的建立、發展與繁榮離不

開資本，並確保合作社獲得穩定的資本來源(十年藍圖)；以及 ICA 今年公佈「合

作社資本調查報告」明確指明「資本支撐合作社(Capital underpins cooperatives)」

與凸顯合作社融資的創新方式，此彰顯資本(金融)在合作組織具不可或缺的核心

地位。準此以故，本文透過文獻研究法進行必要的敘述與分析，主要目的係探討

歐洲不同類型的合作社在金融政策下所採取之積極作為，對其社會福祉的相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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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並舉幾個成功的典範(如：英國合作集團、德國住宅合作社與西班牙蒙德

拉貢公司等)，探討它們的發展脈絡、金融發展模式、持久性競爭優勢、合作金

融與社會福祉之相關性，藉以瞭解合作社要立於不敗所需潛能與資源配置之技能，

俾能作為未來世界各國(尤其亞、非及中南美洲等經濟較弱勢國家或臺灣)推展合

作社邁向成功優勢的助力。 

表一 全球 300 大合作社之就業、營業額與淨資本(按洲別)比較表 

 就業人數 營業額 營業額家數 淨資產家數 平均營業額 

歐洲 15,991,207 1,112.3(50%) 168 108 6.62083 

美洲 6,220,654 615.02(28%) 97 69 6.34041 

亞洲 220,684,558 421.45(19%) 24 14 17.5604 

非洲 1,183,363 0 0 0 0 

大洋洲 60,630 56.64(3%) 11 11 5.14909 

合計 250,140,412 2,205.41(100%) 300 202 7.3514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ICA(2012 年)調查研究報告 

註：1.營業額與平均營業額之單位：十億美元，淨資產=總資產－總負債。 

 2.營業額與淨資產家數係依全球 300 大合作社按洲別統計，其營業額或淨資

產金額大於 12 億美元之家數。 

貳、發展脈絡 

從過去合作運動史留下之文字、圖騰或點滴紀錄，就像一部真實記載之縮影，

只要用心去體會足可釐出一條清晰可見的發展脈絡紋路。世界合作運動始於英國，

約在十八世紀中葉之後，人類開始利用機械動力代替手工從事工業生產，生產方

式形成工廠制度，人口往城市集中，並產生貧富懸殊、環境污染等新社會問題。

這次技術革命大躍進造就英國成為世界首先完成產業革命且是資本主義化的國

家，進而蔓延至歐美等國。由於資方完全以營利為目的而進行剝削，工人階級只

能賺取極微薄的工資(工時長)或以貨易工(不給工資而改給貨物)，根本無法維持

家庭基本生活，在這種悽慘環境下的工人，為求改善生活，迫使他們聯合起來，

並採取自力更生辦法而創立合作社(吳克剛譯,1990 & 彭師勤譯,1989)。世界合作

運動史之最關鍵的脈動就是 1844 年 12 月 21 日羅虛代爾公平先驅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正式成立，並成為全世界最早經營成功的合作社(註

4)。先驅社的成功絕非僥倖而來，它們在普遍不被看好的情況下，歷經慘淡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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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粉製造廠的危機、棉產欠收等前途暗淡之煩憂；但他們憑藉合作理念、教育訓

練與業務改良的方法而一一克服難關，才能茁壯成長而歷百餘年而不衰。先驅社

的合作原則如：現金交易、照購買額分配盈餘…等是所以成功之主因，因此 ICA

為表彰先驅社的偉大貢獻，乃於 1937 年依先驅社原則而頒定六大合作原則，作

為全球合作社推展業務之依據(註 5)。 

產業革命的風潮與先驅社的成功事蹟迅速蔓延歐洲，甚至世界各地，成為全

球學習的典範。歐洲合作社離不了消費、工人、農業、住房、金融等五類，消費

合作社是先驅社最先跨足的領域，也是英國最發達的合作組織。農業是歐洲在產

業革命之前最發達的行業，可分為供給、運銷及利用等合作社；英國住宅合作社

遠不如歐陸國家之重視(一般國民認為解決住宅需要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不過，先驅社為解決合作社貨源問題，1863 年由 300 個消費合作社組成「北英

格蘭批發合作社(CWS)」， CWS 於 2000 年與零售服務合作社(CRS)合併後改為

合作集團(Cooperative Group)，目前是世界最大消費合作社之一，超過 4,000 家

分店，2012 年營業額約 222 億美元與淨資產 33 億美元，全球 300 大合作社排名

第 23 名，顯見英國合作集團之實力雄厚不容忽視。合作集團經管食品零售、金

融保險、不動產、家電、藥品…等合作社，其與英國大企業迴異在於合作集團是

不以公司形式存在(由消費者管控)與不為社員營利為目的(僅為社員提供服務並

產生合理報酬)之組織(www.cooperative.coop)。 

產業革命以前的歐陸大國如：德、法、西班牙等國以農業合作為發展方向，

德國合作組織分為五大系統，即農業合作、工商業者合作、消費合作、信貸合作

及住宅合作。農業合作社是農村基礎單位—鄉村銀行所發展而成，最早鄉村銀行

是由 Raiffeisen 於 1840 年創立德國第一個鄉村農業合作社，1862 年於 Anhausen

設立鄉村銀行，用以幫助農民免除高利貸與商人之剝削，藉自助方法改善他們的

經濟地位。工商業者合作社是由 Schulze 於 1850 年創辦信用合作社(即國民銀行

Volks Bank)，主要提供中小企業所需融資之貸放。消費合作社原隸屬 Schulze 系

統，直到 1984 年組成批發合作社，1902 年脫離 Schulze 系統而獨立發展，次年

成立消費合作社中央協會，所有消費合作社應加入為其會員。住宅合作社是德國

住宅建房的主要組織形式，因受產業革命的影響，人口往城市集中，房屋缺乏現

象非常嚴重，1862 年 Hamburg 成立第一個住宅合作社與 1885 年 Hannover 成立

第一個租賃合作社，住宅合作於 1889 年取得法律上的地位。德國聯邦建築城市

及空間研究機構(BBSR，2007)研究(如：附錄)指出 2006 年底德國自有住宅

(dwellings)15,960,000 間(40%)、租賃住宅 23,657,000 間(60%)、總住宅 39,617,000

間；其中透過住宅合作社仲介 2,079,000間(佔總住宅 5%)、私人住宅公司 4,059,000

間(佔總住宅 10%)、市政(municipal)公共住宅公司 2,120,000 間(佔總住宅 5%)，

德國住宅問題是由政府、合作社組織及個人等三者共同負擔與解決為原則，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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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969 年成立的德國住宅與不動產協會(GDW)負責，轄下 2,000 家住宅合作社、

723 家市政公共住宅公司與 160 家私人住宅公司，GDW 建造住宅佔全國新建住

宅約 31%，是德國最大的傘式(nationwide umbrella)組織。德國政府為鼓勵合作社

建房提供長期低利貸款、借款保證、減少稅收等政策；以及社員買房需「先存後

貸」的固定低利制度、房租補貼等政策。由此可知，德國合作制度最顯著特徵即

是前五個系統明確分立，各有獨立的全國性機構，各有不同的業務範圍。德國住

宅合作社是全球最早成立(先驅社雖有從事租賃與建築業務，但無專屬住宅合作

社)，它不僅實現德國人的「居屋計畫(Home Ownership Scheme)」，更是解決住房

問題之重要力量，特別是對德國房價具有穩定作用，在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期間

更凸顯它的價值，已對世界各國產生示範效應(www.icahousing.coop)。 

早期農業發達的西班牙於 19 世紀末成立第一家農業合作社，1885 年制定合

作社法，該法規定入社社員需將自已農產品完全交給合作社加工與銷售(90%以

上的農民需加入農業合作社)，合作社給予社員生產貸款與利潤返還，此緊密結

合對農業經濟發展具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於政府大力支持與扶助發展，如：合作

社繳交 20%稅賦，遠低於一般企業 35%稅賦，且有低利貸款與各項補貼制度。

目前西班牙有住房、運輸、消費、生產等合作社，各類合作社聯合會，再組成全

國社會經濟企業聯合會，是西班牙社會經濟最具代表性機構，其中以全球社會企

業的典範--蒙德拉貢公司(Mondragon Corporative Corporation,MCC)最具顯著。

MCC 是 19 世紀中葉，由 Arizmendiarrieta 與五位學生組成全球第一個勞動合作

社(ULGOR)，1956 年加入 Fagor 合作社，即成為 MCC 前身。MCC 是以工業為

主體、合作銀行為核心，目前分為金融、工業與配銷(批發及零售)三個集團，並

在亞洲與中南美洲設廠，已成為跨國公司，是西班牙十大企業之一

( www.mondragon-corporation.com 及拙作 2014 年合作經濟 123 期 MCC )。 

歐洲合作社歷經百餘年的蓬勃發展，早期合作社係以小規模且單一形態組成

(如先驅社開始 28 組成之消費合作社)；但後工業時代之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

開始思考以地域範圍之多目標多用途的合作社為發展方向(孫炳焱譯，2011)。過

去合作社疲於資金不足，只限於原經營項目；但拜市場經濟發展、人類需求多樣

化與增強市場競爭力的結果，合作社的資本與經營規模轉趨雄厚與強壯。再則，

ICA 強化社間合作原則，60 年代興起「結構轉換」風潮，社間的聯合與合作(同

業購併)，合作社規模的擴大與合作社總數減少，如：德國合作銀行從 1996 年的

2,514 家減到 2013 年僅剩約 1,079 家左右(BaFin 統計資料)。過去社員是經濟弱

者，教育水準較低，無法擔任規模龐大與新業務領域的發展，因此改以聘請專業

人才擔任專職管理。特別是目前合作社不僅轉變為共同持股公司(如：英國合作

集團與合作銀行相互持股)，同時還有滿足社會福祉需求(如：托兒所與老人照顧

等)或與地方合作(孫炳焱譯,2003)的合作社出現。ICA 於 2002 年宣示合作社要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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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社區(Concern for Community)的指示，社區型與公共組織型的合作社相繼產生，

如：Oorschot et.al.(2013)以改變意圖(Aiming for change)、經濟能力與組織能力三

個構面分析探討荷蘭社區型(殘疾保險 Broodfons、Amsterdam Energie 、Day-care 

De Oase 、纖維電纜 HSL-set)與公共組織型(資通科技 KIEN、社會服務 Wigo4it

與停車服務 Parkeer Service)的利基。另外，很多合作社已擴展到規模龐大的社

會企業或合作集團，其轄下組織涵蓋多目標多用途之營業範圍，如：前述英國合

作集團、MCC 等大型合作社走向國際化與盈利企業的腳步，紛紛擴大往新興國

家之發展版圖，這些演變是市場競爭不斷加劇的結果，也可發現它發展的脈絡軌

跡。 

參、金融發展模式 

先驅社的章程明定它成立的目的在於實現社員的經濟利益與改善他們家庭

的社會生活，並以節約方法募集股金，設立店鋪販賣貨品、購置或建築住宅等。

股金是合作社資金的第一來源，並藉此資金從事相關業務，再將盈餘提部分比率

為公積金，以充實資本規模與維持合作社之健全運作。這種類似金融活動，在早

期合作社只是選派專人負責，但因社員較多為經濟弱者，且商業銀行不願提供融

資，造成合作社資金困難而難以正常運作。前已述明，德國是世界合作金融的發

源地，Raiffeisen 的農業信用合作社與 Schulze 的城市信用合作社(1972 年合併為

合作銀行或國民銀行)，不僅解決前述融資不易問題，建立一個遍佈城鄉的合作

金融組織網路與管理機制(歐洲最密集的銀行網)；同時傳播至全球各地而成為深

具世界規模的運動。顧名思義，合作金融是指一個組織係以股金為資本，並遵守

合作原則與從事於提供社員融資、收受存款或放款等基本金融業務之行為。德國

合作銀行(含信用合作社)除需受「合作社法」與「銀行法」之規範外，也遵守合

作銀行集團(BVR)與 2002 年成立「聯邦金融監管機構(BaFin)」之自律約束與監

管規定。德國最大的合作協會聯合會(DGRV)下轄五大合作系統，即合作銀行協

會(BVR)、消費合作協會(BDK)、農業合作協會(DRV)、中小企業合作(協會 ZGV)

與住房合作協會(GDW)。李聰勇、張澤民(2013)指出 2012 年德國合作金融體系

的資產規模為 9,975 億歐元(佔全國總資產 72,859 億歐元的 13.7%)、存款市占率

為 24%。根據 BaFin 的 2013 年年度報告可知，無論是商業、儲蓄、合作及其他

等銀行均逐年減少(同業購併結果)，地方合作銀行佔整體金融機構約60%(表二)，

足見合作銀行在德國經濟發展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英國與西班牙的合作銀行體系不如德國的發達與健全，僅是陪襯角色，因為

德國合作銀行是歐洲最大的合作銀行體系。儘管英國金融服務業執世界牛耳，但

英國較重視商業銀行的發展，而合作銀行僅是一家英國零售和商業銀行，隸屬於

合作集團。1876 年改為 CWS Bank，1992 年擬定「道德政策(ethical policy)」，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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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動物試驗、武器及化石燃料、血汗工廠、基因(genetic)工程等之融資，故稱

為「道德銀行」。不過，2013 年初發生前董事長 Flowers 毒品被捕醜聞、內部管

理不當與金融監理過鬆而虧損 6 億英鎊，導致 2014 年無法通過銀行壓力測試

(www.cooperativebank.co.uk)。西班牙金融體系分為證券、保險及銀行三類，銀行

是融資的支柱，對西國經濟發展發揮重要的作用，分為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儲

蓄銀行、信貸(合作)銀行四種，其中信貸銀行市占率不到 6%，而商業及儲蓄銀

行高達 94%(央行 2008 年統計)，是西國企業融資的主要管道。信貸銀行是早期

信用合作社發展而來，因為地方金融係透過信用合作社體系的支持，而信用合作

社是鄰人式銀行模式(neighborhood model)，提供滿足當地區民之經濟需求(梁玲

菁等人，2004)。MCC 係以工業為主體，以合作銀行為核心，涵蓋消費、住宅、

教育等綜合體。1959 年成立「勞動者銀行(Caja Laboral Popular)」辦理社員存款、

居民儲蓄、融資等業務，並建立社員「個人資本帳戶」，股金及分配盈餘均記入

該帳戶，需等到社員退休、離職或死亡才能提取，此獨特的資本金積累之管理方

式，無非在增強企業之發展與市場競爭力，是 MCC 得以迅速擴展之主因。 

 

表二  德國金融體系 2011~2013 年家數統計一覽表 

 2013 2012 2011 

商業銀行 184 183 185 

儲蓄銀行 426 432 436 

合作銀行 1,083 1,106 1,125 

其他銀行 127 133 137 

總     計 1,820 1,854 1,883 

資料來源：BaFin-2013 年年度報告。 

德國合作銀行體系呈金字塔式三層(three ties)架構，最底層(第一層)是地方合

作銀行(2013 年底 1,079 家)，它是德國合作銀行體系之基層組織，係由 Raiffeisen

農業信用合作社與 Schulze 城市信用合作社(1972 年合併為合作銀行或國民銀行)

所組成；中間層(第二層)是區域中央合作銀行(WGZ 銀行與 DZ 銀行分行 )，WGZ

銀行是由地方合作銀行所共同投資，彼此是客戶兼股東，也是債權人兼存款人，

發行股票不公開上市；最頂層(第三層)是全國中央合作銀行(DZ 銀行)，DZ 銀行

(2001 年由 DG Bank AG 與 GZ Bank AG 合併而成)是會員銀行出資設立，負責調

節會員銀行之資金供需、清算業務等，是綜合性商業銀行。DZ 銀行的股權結構

如表三，2014 年總資產有 3,646 百萬歐元，其中以地方合作銀行 3,101 百萬歐元，

高達 85%；其他部分不到 1%，政府為表示對合作銀行的支持，依德國合作銀行

法規定，最高可持股 25%。它的運作機制是「由下而上入股、自上而下服務」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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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即基層合作銀行除逐級入股外，應按年度以風險資產一定比例存入特別專項

基金(上存資金)作為貸款擔保基金，並於基層合作銀行發生危機時予以補償，此

完善的風險防範機制帶給合作銀行得以穩健發展之有利條件，是德國合作金融的

發達成為歐洲最緊密與健全的銀行服務網之關鍵原因(www.dzbank.de)。 

表三  DZ Bank  2014 年底股權結構一覽表 

股       東 EUR Million 比率(%) 

地方合作銀行 3,101 85.1 

WGZ 銀行 243 6.7 

其他合作組織 279 7.6 

其他(含政府) 23 0.6 

總       計 3,646 100 

資料來源：DZ Bank。 

德國金融機構分為銀行、保險與證券等三種，早期係採「業務綜合經營

(mixing operation)、分業監管(separate supervision)」機制，即銀行可以經營保險、

基金或證券業務，是屬於「全能銀行制度」，並設銀行、保險與證券三個監管局，

獨立運作與分業監管。儘管德國有健全的金融制度與風險防範機制，但前揭機制

卻無法規避風險(如：系統性風險)，因此德國於 2002 年將原三個監管局收併改

為聯邦金融監管機構(BaFin)，隸屬於財政部，並與德國聯邦(中央)銀行共同監管，

兩者相互共享行政管理、訊息等資源。德國監管制度已從早期的分業監管，走向

業務綜合監管(統一)模式，業務綜合監管自 2000 年首先由英國實施以來，已成

為歐盟統一規範或世界潮流。換言之，BaFin 與聯邦銀行在法律基礎下，並遵守

歐盟相關規定執行必要的業務，但因 BaFin 無分支機構，具體監管由聯邦銀行分

支機構代為執行，並將執行結果回報 BaFin(外部監管部分)。內部監管由各行業

依「行業審計標準」，透過股東大會、理(監)事會等進行自我監管(www.bafin.de)。 

英國監管機制類似於德國，FSA 係依 2000 年「金融服務與市場法」規定而

設立，開啟了全球採用「業務綜合監管」的國際潮流，此提升金融體系的集中統

一監管效率，不僅因它的準確性、權威性與有效性，有助於範圍經濟的實現(Taylor 

& Fleming,1999)，也對全球金融監管走向綜合監管體制產生示範效應

(Lumpkin,2002)。由於英國經營係採金融控股集團模式，傳統係以自律監管方式，

並設立嚴格的防火牆制度，藉以防止風險的擴散，目前均依法律規定執行法制監

管。由於業務綜合監管係由 FSA、財政部(MOF)與英格蘭(中央)銀行(BoE)三者共

同監管，不利於監管之整合；加以 2007 年全球金融風暴，造成北岩銀行投資次

貸產品而發生鉅額虧損與蘇格蘭皇家銀行等財務惡化，英國政府檢討認為係因未

http://www.dzban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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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審慎監管所致，2010 年 6 月頒布「金融監理新方法：判斷與穩定」之金融

改革方案，終止原由 FSA、MOF、BoE 三方之監管體制，改採「準雙峰」的新

監理架構，於 BoE 下新設金融政策委員會(FPC)，作為審慎監理機構，負責監控

與應對系統風險；新設審慎監理總署(FRA)負責對各金融機構審慎監理；新設金

融行為監理總署(FCA)負責對各金融機構的業務行為，藉以促進金融市場的公平

競爭與保護消費者。更確切的說，原 FSA 的監管業務由 FRA 與 FCA 承繼，並

接受 FRA 的指導(辜文玲與李盈欣，2013)。至於西班牙的金融監管機制係採「功

能模式」，以金融業務的本質屬性為標準，確定該金融業應由某專職機構監管。

儘管西班牙也採嚴密監管方式，但受限於個別監管，效力不高。不過，最近受到

全球金融風暴與歐債危機之影響，IMF 與歐盟相繼要求西班牙政府務必嚴格執行

監管規定，以符合歐盟會員國應遵守之規範，目前有朝向英國與德國模式之趨

勢。 

肆、持久性競爭優勢 

一個企業或組織要立於不敗之地，必須要有幾個獨特的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s, KSF)。最早提出KSF概念是Daniel(1961)，認為一個企業為成功

必須要做特別好的重要工作，大部分企業會有3~6項決定成功的因素。AaKer(1984) 

認為KSF是企業面對競爭所需具備之最重要的競爭能力或資產，企業要建立並非

一時的優勢而是持久性競爭優勢(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SCAs)，SCAs

要涵蓋KSF、有顯著的競爭差異性與因應環境變動等特徵。Porter(1985)提出「價

值鏈」觀念，作為分析及評估競爭優勢的技術，並認為策略就是對外部的機會、

威脅與內部的優勢、劣勢之因應，以達到競爭優勢。更確切的說，企業要維持SCAs

要進行SWOT分析，即企業除進行內部分析找出本身具有的優勢(strengths)與劣

勢(weaknesses)外，也要進行外部分析瞭解有何機會(opportunities)與面對何種威

脅(threats)，據此分析擬定因應策略，以創造有利的競爭優勢。Hill & Jones(1998)

認為具有SCAs基本必要條件即組織學習與持續改善效率的能力、創新潛能、產

品品質和顧客回應。 

Porter(1980,1985)指出低成本及差異化是用來創造價值及獲得產業之競爭優

勢的基本策略與價值創造的概念是競爭優勢的主要核心。Hill & Jones(1998)認為

特異能力(distinctive competency)是指一項獨特的優勢，促使企業達到較佳的效率、

品質、創新與顧客回應，其來自於組織的資源與運用資源的潛能(capabilities)。

潛能是無形，潛藏於組織內部例行運作、協調整合之產物。從圖一可看出競爭優

勢的來源，係來自於資源與潛能所構成的特異能力，藉較佳的效率、品質、創新

與顧客回應等手段進行差異化與低成本策略，藉以創造價值。UN與ICA在2001

年「合作社在第三千禧年的優势(Cooperative Advantage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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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價值觀、原則、職業道德與業務競爭力是構成合作社的優勢，並認為靈活性

(flexibility)是合作社的最大優勢，因為合作社以人為本，不以獲利為目標，而是

需求驅動之結合，並尊重社區內不同文化與收入背景而贏得信賴。ICA十年藍圖

強調合作社較優越：1.合作社透過所有權賦予個人參與權而能更緊密結合；2.合

作社的商業發展模式能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的永續發展；3.合作社以人為主的

民主決策，讓全球經濟更具公平競爭，並樹立良好的形象。 

Hill & Jones(1998)認為競爭優勢之持久性，取決於模仿障礙、競爭對手的潛

能與環境動態性。有形資源較易模仿，而品牌、形象等無形資源不易模仿，合作

社的優異形象與服務或產品品牌即是優勢的核心。企業最怕是執著於既往的成就

而很難改變它們的策略及結構，這種慣性(inertia)如不予以克服，勢必走向失敗

的命運。因此合作社要維持競爭優勢，最關鍵在於要克服慣性、集中注意於競爭

優勢的基礎、執行標竿管理與不斷學習改進。ICA總是強調合作社之所以優越，

 

圖一  競爭優勢的來源 

資料來源：Hill & Jones(1998)，黃營杉譯「策略管理」，p.156. 

無非在於合作社有最令人津津樂道之較佳的效率、品質、創新與顧客回應，從而

創造有利的SCAs，分析如後： 

1. 效率(efficiency)：Drucker(1966)在「The effective executive」書中，強調效率

是Do the thing right(把事情做對 )與效能 (effectiveness)就是Do the right 

thing(做正確的事)。合作社的效能，從UN、ICA與學者研究肯定其貢獻，已

無疑義；但效率卻見仁見智，早期學者如：Proter & Scully(1987)、Lee(1989 )…

等從代理與財產權理論的觀點，認為合作社是低效率；但部分學者持不同見

解，如：Gislason(1952)認為合作社的存在可迫使一般企業降低價格與增加產

量，並增強市場競爭之力量；Beverland(2005,2007)發現合作社透過產品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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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高價格，並提高其績效；以及產品創新有利於合作社與消費者維持長期

關係，從而提升市場競爭力。早期認為合作社低效率，係因單一合作社林立，

缺乏資本無法因應環境之嚴峻挑戰；但近幾年在UN、ICA等推展下，合作社

的擴展已橫跨不同領域，甚至跨國際化，如：英國合作集團、MCC等比比皆

是，其資本雄厚不輸於一般跨國企業；加以合作社的自律自治與互助等價值

觀、原則與不斷學習並改進業務之作法，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前述Rurise

的調查報告顯示2010~2012年(歐債危機期間)全球300大合作社的營業額成長

11.6%與印度67%農村家庭的消費需求是由合作社供應等實例(ICA十年藍圖)，

即可證明合作社的高效率。 

2. 品質：Hill & Jones(1998)指出品質係指產品及服務在消費者的感覺上是值得

信賴，高品質產品有利於增加消費者心目中的價值與高效率帶給高品質產品

有較低的單位成本。前述指明合作社非常認真實踐合作原則、價值觀、職業

道德等行業標準之做法，帶動合作社比一般企業更值得信賴。UN 與 ICA 宣

示 1997 年“合作社對世界食品安全的貢獻(The Cooperative Contribution to 

World Food Security)與 ICA 呼籲各會員國要透過不斷改進對社員的服務品質，

並無所不在來改善人類的生活，足見合作社對產品或品質與安全極為重視。

Moraru(2011)指出 ICA 的七項指標(indicators)，要求消費合作社對產品或服務

的保證，維持良好品質如：義大利要求產品需經檢驗合格才能販賣、英國合

作集團要求蔬果需減少農藥使用、西班牙禁止基因改造食品等。十年藍圖指

出全球十億合作社社員、40%非洲家庭加入合作社與印度 67%消費由合作社

提供等實例，此正足以證實合作社高品質的積極主張與實踐，有助於其競爭

優勢之維持與強化。 

3. 創新：Hill & Jones(1998)指出創新常被認為企業在營運上或生產品上使用任

何新的製程或方法，如開發新產品、研發新技術…等提升效率或減少成本之

方法。企業只有不斷創新，並隨時觀察外在環境的變動，以及掌握未來脈動，

才是永續發展的最關鍵動能。創新是競爭優勢的核心項目，若能建立強大的

品牌忠誠度，這是競爭對手很難模仿或攻擊之競爭利基。ICA 十年藍圖強調

會計創新，重視非財務績效；透過訊息區隔其與員工自主、社會創新等差異

作法，讓社會大眾瞭解合作社的優勢；開發合於現時需要的金融工具予以流

通購買與研究新的金融商品等策略行動，足見 ICA 對創新的重視。前述

Beverland(2005,2007)實證研究，發現紐西蘭合作社的產品創新能提高產品價

格、績效與市場競爭力；英國金融監理制度之創新改革，以及 MCC 創新獨

特的「資本帳戶」，並建立自已的金融網路與合作教育網路是其以驚人的速

度成功擴展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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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顧客回應：企業在顧客需要時，能比競爭對手更迅速提供與滿足他們真正想

要的產品或服務，這種快速回應顧客的需求，就能產生價值利基而形成有利

的競爭優勢。ICA 於 2014 年發表「永續發展的目標」指出永續發展是合作企

業的核心，並呼籲透過自助與雇用手段，提高當地資源與能力，並將盈餘再

投資，讓合作社發揮回應當地社區的需求與目標來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換言之，合作社不是在尋找利潤最大化的短期目標，而是追求永續的經濟成

長、社會發展與環境責任之長期目標。先驅社於麵粉製造廠危機中，面對不

滿社員要求提款，立即預備庫存現款以備支付，並破除倒閉流言，贏得信任

而成為忠實的合作者；義大利的 just-in-time 運送系統與彈性製造網皆是顧客

回應之最佳實例。 

伍、合作金融與社會福祉之增進關係 

Barker(2003)認為社會福址是指一個國家方案、給付及服務體系，用來協助

人民滿足其社會、經濟、教育與健康需求，此乃社會維持之基礎。如前所述，先

驅社首揭成立目的即在於滿足社員的經濟利益與改進社會生活，這種關心於社會

福祉的成功創舉，吸引全球的眼光，也造就今日合作社的輝煌成就，已是無庸置

疑的生活大事。BööK(孫炳焱譯)認為開發人的資源是世界合作運動的基本，合

作社強調主要的世界目標是要幫助改善世界最貧者的生活程度，並肯定其對開發

中國家的有效貢獻。過去合作社的相關研究，如：Simmon & Birchall(2008)認為

合作社在新興國家發展多用途合作社惠及農村貧困人口的過程中，有時會受到政

府、政黨及公務員的利益控制而辜負人民的期待。不過，其他研究學者多持肯定

態度不勝枚舉。例如：Kalmi(2007)認為合作社可以解決社會問題、減輕貧困與

促進社會發展；Roborton(2010)指出合作教育提供合作工作者必要的技能，藉以

確保他們就業與福祉，並確保合作社的成功繁榮；Moraru(2011)認為歐洲消費合

作社傾向於社會責任，並指明廿世紀末的全球合作運動已漸漸致力於解決社會問

題與環境保護議題；Oczkowski et al.(2013)認為有些合作社雖不完全按照合作原

則行事，但它們的行動透過經濟活動而有助於幫助「人類價值(human value)」與

實現所想要的社會目標之願望。 

UN 自 1995 年舉辦「國際合作節」以來，每年宣布一個主題作為全球合作

社之努力目標，並肯定合作社的積極貢獻。ICA 在七項指標明確指出：People

要致力於改善人類健康、工作安全、產品與服務品質，以及給予女性相同的報酬；

Products 指明消費合作社必須滿足對產品或服務的保證、維持良好的品質與社員

可承擔的最佳價格；Principles 指出消費合作社的社會責任在於經營層面的永續

發展、財務效率、競爭力與達成消費者的滿意度，並減少製造成本與污染成本；

Community 認為消費合作社藉聘用當地勞工來對當地社區或國家有顯著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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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明 CICOPA 在 2014 年「合作社與就業的全球報告」顯示，全球合作社直

接僱用 2.5 億就業人口，並彌補 G20 總就業人口約 12%。該報告指出 12%(合作

社)與其他 88%就業人口並無本質上的差異，而其他企業不像合作社能在危機和

不景氣時，仍能提供高度與穩定的就業機會，具有平衡都市與鄉村地區差異之特

徵；以及合作社已趨於增強經濟的永續發展，尤其它能幫助合作社面對全球競爭

之嚴峻挑戰。Eurise 在 2015 年「全球合作社監察報告」指出合作社產生 2.2 萬億

美元的營業額，且過去三年(全球金融風暴與歐債危機期間)營業額增長 11.6%。

由此可知，合作社不僅幫助人們實現集體經濟的願望，同時也可以強化它們的社

會與人力資本，並促進當地社區的發展與增進社會福祉之積極貢獻。 

儘管我們研究無法提供有力的證據來證明合作社之社會福祉的貢獻是直接

來自於金融活動；但至少從過去的相關文獻中，足以證實合作金融與社會福祉的

關聯性。股金是合作社資金的根本，例如：先驅社以股金(含盈餘公積金等)來設

立店鋪販賣貨品、購置或建築住宅，甚至成立麵粉製造廠、北英格蘭批發合作社、

教育及培訓等。由此可知，若無股金或盈餘公積金的挹注，就看不到合作社的存

在，也無從從事生產到消費等經營業務的進展，更遑論它對社會福祉之積極貢獻。

BööK(孫炳焱譯，2003)指出合作社的資本形成，一直是過去幾十年最關心的議題，

尤其在推展業務或追求國際化的過程中，最需資金的挹注，因此主張合作社可朝

發行特別股或轉型共同持股公司等務實作法，藉以募集所需資金。ICA 十年藍圖

已明確表示：資金是該藍圖的五大策略架構之一，更指明合作社的建立、發展與

繁榮離不開資本，並期許合作社要確保其能獲得穩定的資金來源。因為有足夠且

穩健的財源，才能讓合作社的業務迅速成長，並有助於增進其在社會、經濟及環

境之永續發展上做出卓越的貢獻，此意味合作金融(資本)與社會福祉(目的)宛如

合作社的一體兩面，具有密不可分，相輔相成之緊密關係。 

UN 秘書長於 2009 年第 64 次會議報告(A/64/132)「合作社在社會發展中的

作用」中，肯定農業合作社有助於解決糧食安全問題與金融合作社在社會發展或

減貧的積極作用。ICA「合作社資本調查報告」明確指出「資本支撐合作社」與

凸顯合作社融資的創新方式，用以彰顯資本(金融)在合作組織具不可或缺的核心

地位。該報告指明資金用於資助合作社的資產與業務發展，尤其合作社無法獲得

足夠資金時，往往受限於監管法規與長期以來的做法而讓它們陷入困境。另外，

該報告指明「獲得資本是任何企業成功之重要因子」，但合作社引入所有權模型

之獨特考慮，尤其是合作原則、社員的民主與經濟參與，都會影響資本結構的選

擇。其中，該報告也指出合作金融的集合包括合作銀行、信貸與保險等佔全球

300 大合作社的 45%以上(138/300)，並提出監管資本問題之一些具體意見，主要

聚焦於更廣泛的資本。由此可知，該報告最具關鍵的論點全在於資本的核心地位，

有助於合作社擴展業務與強化市場競爭力。表四顯示英國合作集團、德國 DZ 銀



60 

 

行與西班牙 MCC 集團在營業額與總權益之比較，其中 DZ 銀行純粹於提供金融

服務，其淨銀行收入(非營業額)僅約 43 億美元，但淨資產遠高於合作集團與 MCC；

以及 MCC 的淨資產僅不到六百萬美元，卻能做出高達約 186 億美元的營業額，

正足以凸顯 MCC 的高經營效率。由此可知，合作社的資本是維持持久性的競爭

優勢之關鍵動能，並對世界、地主國或當地地區做出優越的貢獻。 

表四 合作集團、DZ 銀行與 MCC 比較表 

國名 名稱 營業額(turnover) 總權益(total equity) 

排名 金額 來源 排

名 

淨資產金額 外部資本 

UK CG 23 221.6 營業額 23 3,312,007,263 1,625,924 

Germany DZ 118 43.0 淨收入 112 19,498,750,532 6,662,141,974 

Spain MCC 28 185.8 營業額 26 5,364,830 170,082 

資料來源：Euricse「全球合作社監察報告」與 ICA「合作社資本調查報告」。 

註：營業額金額單位為億美元，總權益金額為美元。 

陸、結論與建議 

我們發現歐洲合作社確實具有主導全球合作社的經濟優勢，並對當地或全球

做出增進社會福祉的貢獻，尤其成功的合作社如 MCC、DZ 銀行與合作集團，皆

有成功之顯著特徵。這個特徵係源於它們堅持合作理念與守住核心價值，進而透

過社間合作或同業購併，藉以壯大資產規模，並增強市場競爭力。我們也證實歐

洲合作社在外在環境動盪不定的洪流變局與經營困境中，它們秉持永不放棄的合

作原則與基本價值而逆流向上，特別是它們隨時觀察全球變遷的趨勢走向，並有

效掌握世界文明脈動的主流氣息，從而設法克服慣性與調整其策略或結構，例如：

先驅社的小組辦法會破壞社員和諧而通過「社員有權提出合理問題與意見」之議

案；以及歐洲合作社的同業購併…等比比皆是。我們進一步發現歐洲合作社優於

一般企業的成功關鍵動能係植根於它們快速回應顧客的需求(如：just-in-time 系

統、彈性製造網、關懷社區與僱用當地居民…等)、堅持產品與服務品質的高標

準風格(恪遵 ICA 的食安規範與消費合作社七項指標…等)、守住效能目標並確實

履行高效率的方法(如：德國遍佈城鄉的金融服務網、西班牙合作社的超低失敗

率、英國金融監理制度的改革…等)、不斷創新學習(如：MCC 建立個人資本帳

戶、英國準雙峰監理制度…等)，這些關鍵優勢皆肇因於合作社有穩健的資本結

構並支撐合作社得以貢獻社會福祉，此資本(合作金融)確能增進社會福祉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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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凸顯歐洲合作社之所以維持強大的經濟優勢與歷史悠久之主要因素。 

歐洲合作社的成功典範，雖值得借鏡於全球合作社，尤其是亞非等經濟較弱

勢的國家；但它們成功的策略或做法卻不能照章全收，必須要因地制宜，考慮國

情需要、民情風俗、文化差異、法令規章…等，並調整到符合當地的實際需要。

其次，歐洲合作社的成功均有政府大力支持的影子，但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合作社，

常受困於政府、政黨或公務員之利益干預而導致失敗的結局，建議各國政府確實

遵守 UN、ICA 等組織之法定規範，並予以有效的支持與扶助合作社的健全發展，

促進合作社規範發展，成為各級政府與廣大合作社的共識。期許臺灣政府除了促

進合作社健全發展、加強規範建立之外，要充分發揮外部環境的作用，因應合作

社提高財政資金效率的需求，應營造社會公平競爭的金融市場環境，並以歐洲合

作社之積極做法為學習標竿，加強合作社的外部扶持，共同營造政府與人民雙赢

的境界，提高人民的福祉。 

由於合作社的全球資料庫現正由 ICA 籌辦中，因此我們無法有效蒐集歐洲

合作社到底貢獻多少的資金而造成它們得能有助於社會福祉之相關數據。儘管僅

從過去研究與 UN、ICA 等相關文獻，加以分析並推導兩者之間的關聯性；或許

是差強人意的結局，但我們仍極力肯定歐洲或全球合作社對人類的文明福祉之積

極貢獻。準此以故，我們更希望未來能在完整數據中，透過嚴謹的統計分析，進

一步證實全球合作社(或各國)社間的外溢效果或蔓延效應，藉以瞭解合作社社間

對社會福祉之實際貢獻。 

注釋 

1. ICA 於 1922 年 7 月第一個週六舉辦「國際合作節」， UN 於 ICA 百週年紀

念時共同合辦(今年 ICA：93 屆，UN：21 屆)，每年主題：1995：The ICA 

Centennial and the Next 10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1996：

Cooperative Enterprise： Empowerment for People-Centered Sustainable、1997：

The Cooperative Contribution to World Food Security、1998：Cooperative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Economy、1999：Public Policy and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2000：Cooperatives and Employment Promotion、2001：Cooperative Advantage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 2002： Society and Cooperatives- Concern for 

Community、2003：Cooperatives Make Development Happen！ The contribution 

of cooperativ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2004：

Cooperatives for Fair Globalisatio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2005：

Microfinance is OUR business ！  Cooperating out of poverty 、 2006 ：

Peace-building through Co-operatives、2007：Cooperative Values and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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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2008：Confront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Cooperative Enterprise、2009：Driving Global Recovery through Cooperative 

Enterprise、2010：Cooperative enterprise empowers women、2011：Youth，the 

future of cooperative enterprise、2012：Cooperative enterprises build a better 

world 、2013：Cooperative enterprises remains strong in time of crisis、2014：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all。 

2. 英、法、蘇格蘭等國基於愛國心理而主張其為最早合作社，請參閱拙作「國

際合作年探討合作教育推展之要要性」，合作經濟 112 期，p.11~12。 

3. Draheim(1952)最早提出雙重性概念(合作社為商業型態與社員組成的社會團

體)，往後學者投入雙重性研究，如：Albert & Whetten(1985)、Cornforth 

et.al.(1988)、Laurinkari(2004)、Tuominen et.al.(2010)、Neto et.al.(2010)…等。 

4. 先驅社之前，除威廉.金博士於 1828 年成立 Brighton 合作社短暫幾年成功外，

至少數百個失敗的合作社如：法國里昂「真實的店」與英國南部小合作社…

等(請參閱 C.Gide 英國合作運動史)。 

5. ICA 於 1995 年將「關懷地區社會」納入為第七原則，請參閱孫炳焱譯「世界

變遷下的合作社基本價值」附錄，孫炳焱著「論合作社原則的演進與 1995

年新合作社原則之含義」一文。 

 

  

http://www.copac.coop/idc/2008/index.html
http://www.copac.coop/idc/2008/index.html
http://www.copac.coop/idc/2009/index.html
http://www.copac.coop/idc/2009/index.html
http://www.copac.coop/idc/2010/index.html
http://www.copac.coop/idc/2011/index.html
http://www.copac.coop/idc/2011/index.html
http://www.copac.coop/idc/2012/index.html
http://www.copac.coop/idc/201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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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Estimated distribution of providers/owners of dwellings＊ in Germany， 

2006  

Providers/owners of  dwellings %  of stock Number of 
dwellings(×1,000) 

Total 100   39,617 

Owner-occupied sector 40   15,960 

Rented sector 60   23,657 

＊Small providers  37  14,507 

＊Professional landlords  23  9,150 

  Private housing companies   10 4,059 

  Housing cooperatives   5 2,079 
  Municipal housing companies   5 2,120 

  Other government housing agencies   1 206 

  Other landlords with subcontracted 
management 

  1 453 

  Other providers， such as churches   1 233 

Source:BBR(2007a:198) 

＊ Includes dwellings subsidized with bricks-and-mortar 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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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合作社的金融政策與社會福祉之關聯性』與談稿 

 
與談人:黃啟瑞 教授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一、本文『歐洲合作社的金融政策與社會福祉之關聯性』主要目的在探討歐

洲不同類型的合作社在金融政策下所採取之積極作為，對其社會福祉的相關影響

力。透過文獻分析，列舉英國合作集團、德國合作銀行與西班牙蒙德拉貢公司等

成功典範，探討其脈絡、金融發展模式、持久性競爭優勢、合作金融與社會福祉

之相關性，以瞭解各合作社所需潛能與資源配置之技能，期能作為未來推展合作

社邁向成功之參考。文中發現維持持久性競爭優勢、確實恪遵合作原則與基本價

值，建立良好的合作金融制度(尤其是強化資本結構)，助成它們履行創造社會福

祉之責任，且能克服慣性，發揮較佳效率、品質、創新與顧客回應之特異能力，

此為全球合作社最需借鏡學習的關鍵動能，當然台灣也不例外。 

二、其成功典範，雖值得借鏡於全球合作社，尤其是亞非等經濟較弱勢的國

家；但不能照章全收，必須要因地制宜，考慮國情需要、民情風俗、文化差異、

法令規章…等，並調整到符合當地的實際需要。其次，歐洲合作社的成功均有政

府大力支持的影子，但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合作社，常受困於政府、政黨或公務員

之利益干預而導致失敗的結局，建議各國政府確實遵守UN、ICA等組織之法定規

範，並予以有效的支持與扶助合作社的健全發展，促進合作社規範發展，成為各

級政府與廣大合作社的共識。 

三、期許臺灣政府除了促進合作社健全發展、加強規範建立之外，要充分發

揮外部環境的作用，因應合作社提高資金效率的需求，應營造社會公平競爭的金

融市場環境，並以歐洲合作社之積極做法為學習標竿，加強合作社的外部扶持，

共同營造政府與人民雙赢的境界，提高人民的福祉。 

四、我國信用合作社面臨之相關問題如下:（參考自麥勝剛，2015年） 

金控分支機構多集中在都是精華地區，地點優於信合社，大型信用合作社改

制銀行，對整體合作社產業造成影響。有由信用合作社業務、營業區域、對象受

限、營運不易。 

（一）法定業務與業務相關法令 

1.信合社法15條不如銀行法規定，例如，僅能辦簡易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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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區域限制、分社增設數、核定業務、同業合併缺乏誘因等 

（二）收益過渡仰賴放款利息收入 

營運受限而偏重放款，景氣下滑時會導致逾放過高，收益銳減。 

（三）服務對象相對銀行大幅受限 

只能服務社員，限制嚴格 

（四）轉投資鬆綁:應適度放款轉投資金融相關或非相關事業，甚至進行轉投資

相關事業或進行策略聯盟，以收綜合銀行之規模經濟與綜效，本文之德國

等歐洲經驗值得學習 

（五）專業人才相對不足 

（六）資訊等設備落後，ATM也不若銀行普及 

五、相關問題因應方向 

（一）新增業務，法規鬆綁，改善收益結構 

（二）因應Bank 3.0 及第三方支付等發展－加速E化與網路化速度 

（三）營運對象部分放寬，如文所述，德國國民銀行（信用合作社）除以放款營

業項目、區域外，存款對象已廢除設原限制。日本信用金庫（信用合作社）

亦同。 

（四）自有資金比率應從簡 

（五）放款信用合作涉及社員跨區限制 

 

註:麥勝剛，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2015年5月，金總服務雙

月刊，第十二期，42頁-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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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融與社會福祉的連結機制:企業社會責任 

 
與談人:王俊豪 獨立董事 

全國農業金庫 

 

壹、引言 

拜讀吳雪伶與王傳慶兩位教授的大作，主要從不同類型歐洲合作社的發展脈

絡、金融發展模式、競爭優勢、合作金融作為，探討對其對社會福祉的影響，個

案研究對象包括英國 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 合作集團、德國 Raiffeisen 合

作銀行、德國住宅合作社、西班牙 Mondragon Corporative Corporation 等。茲將

重要的研究發現與研讀心得，先行摘錄如後: 

1. 歐洲合作社類型:主要為消費、工人、農業、住房、金融五類。在工業革命以

前，德、法、西班牙等國均以農業合作為發展起始點。 

2. 德國合作組織分為農業合作、工商業合作、消費合作、信貸合作及住宅合作

五大系統。由於農業合作金融係以農村作為金融服務的基礎單位，固為當代

鄉村銀行的發展雛形，特別是 Raiffeisen 創立德國第一個農業/信用合作社，

並於 1862 年設立最早的鄉村銀行，後續發展為深入偏鄉農村，成為歐洲擁有

最密集銀行網的合作金融組織，成功協助農民與鄉村貧困人口取得資金與解

決融資問題。 

3. 德國合作銀行的金字塔式三層體系，係由第一層是地方合作銀行（Raiffeisen

農業信用合作社與 Schulze 城市信用合作社合組的國民銀行）、第二層是區域

中央合作銀行（WGZ 銀行與 DZ 銀行分行）、第三層是全國中央合作銀行（DG 

Bank AG 與 GZBank AG 合併而成 DZ 銀行）。 

4. 合作金融與增進社會福祉之關係:合作金融組織的宗旨，在於滿足社員的經濟

利益與增進整體社會福祉，提別是改善社經弱勢群體的生活品質，如解決開

發中國家農村貧困人口的社會問題、減輕貧困與促進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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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農業金融與企業社會責任 

我國的農業金融體系為例，政府鑑於農會信用部規模甚小，不論在資本、設

備、產品或市場規模上多有限制，無法與一般銀行競爭。政府為健全農業金融體

系，於 2004 年施行農業金融法，成立農業金融局、整合農會信用部並投資設置

全國農業金庫，建立完整之自主農業金融體系，規劃推動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輔導農漁會信用部經營效能、穩定農村金融秩序、擴大辦理政策性農業貸款，提

供農業發展充沛資金、建置透明化的農業金融資訊網、培育農業金融專業人才。 

以 2005 年為例，農村基層合作金融機構，主要為農漁會信用部（278 家總

機構、857 家分支機構）與信用合作社（28 家總機構、289 家分支機構）。全國

農業金庫結合農漁會信用部，承辦政府委託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工作，包括農業

發展基金貸款、農機貸款、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農漁會事業發展貸

款、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山坡地保育利用貸款、農家

綜合貸款、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農民經營改善與財務改善貸款、擴大家庭農

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造林貸款、「小地主、大佃農貸款」、農業

天然災害低利貸款（農業金融法，2011，第 6 條）。 

三、企業社會責任法制化:強化合作金融與社會福祉關係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主要強調私人企業在進

行商業活動時，除考慮自身的財政和經營狀況外，應對於社會發揮正面貢獻或是

降低負面影響的道德責任，特別是對於企業決策和行動可能影響的利害關係人，

包括員工、顧客、供應商、社區團體、母公司或附屬公司、合作夥伴、投資者和

股東，甚至是社會和自然環境的永續發展（官有垣，2007；Raiffeisen Bank 

International AG, 2015）。就農業發展而言，農業合作社、公益社團法人、農業財

團法人或農業非營利組織，均為具有社會企業經營內涵的組織型態，例如推動有

機農業發展、協助小農聯合生產、整合產銷聯盟、提供農事服務或農業文化體驗、

保護生態環境、地方社區營造、促進偏鄉區域發展（孫智麗、劉依蓁，2013）。

其中，在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以孟加拉經濟學家 Muhammad 

Yunus 所倡議的微型貸款和鄉村銀行，協助地方脫離貧窮、經濟自主，以創業精

神來解決農村社會問題，為最著名的合作金融的社會企業案例。 

反觀我國金融機構在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現況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於 2014 年宣布所有上市櫃特定公司，包括食品業、金融業、化學工業，及實收

資本額為 100 億元以上之公司，除公司財務績效報告之外，均強制需編製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以充分揭露企業商業營運行動對於員工、顧客、 社區及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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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可能產生的廢棄物處理、勞工安全、人權、食品安全、綠色採購實務、

公司上下游的夥伴廠商、水資源保護、環境污染等非財務性的社會福祉相關資

訊。 

 進言之，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永續報告為公司治理的重要評鑑基準，特別

是揭露非財務性資訊（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Information），包括企業在永續

發展及社會責任議題上的績效表現。以財務基線（finance bottom line）而言，強

調公司經營的經濟效益或公司盈利或虧損的財務報表；環境基線（environment 

bottom line）則是指公司經營是否有遵守環境或自然資本的永續發展原則；社會

基線（social bottom line）的重點則是在維持促進社會資本及人文資本，如企業

內部員工、股東或其他社會成員之間的互信、互惠、合作關係，以及企業對人權

保障、社區發展、教育、醫療衛生及營養的人文投資，才能創造高素質的公民來

協助可持續的發展。 

一如前述，全國農業金庫之發展任務，主要在整合 1000 多家農漁會信用部

總分支機構之力量，以金流、資訊流、物流整合之強大力量，積極拓展共同業務，

幫助農漁民拓展經濟來源與增進社會福祉。值得一提的是，對擔保能力不足之農

民或農業企業機構，則協助送請農業信用保證機構保證（農業金融法，2011，第

9 條），故成立至今已 27 年的農業信用保證基金，在農漁業產業轉型升級之際，

積極扮演農漁業者經營上的重要推手。截至 2010 年底止，已協助金融機構成功

貸出 38 萬餘件，貸款總金額達 3,231 億餘元。 

綜合而言，農會信用部對農村金融的社會與市場貢獻，包括（1）協助政府

推行節約儲蓄政策，安定農村社會。（2）吸收基層游資，擴大農業投資。（3）信

用部盈餘為農業推廣經費的主要來源。（4）辦理小額貸款，消除農村貧窮與高利

貸（陳建宏、戴錦周、張芷耘，2011）。儘管我國農業金融體制對已充分發揮輔

導並協助農漁會信用部事業發展，穩定農業金融，協助農民與農村弱勢族群取得

資金，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功能（全國農業金庫公司章程，2013，第 1 條）。然

而，從強化合作金融與社會福祉關係之長期目標而言，未來仍應將農業金融機構

如何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上，建立法制化的機制，諸如全國農業金庫公司應

在自律原則下，比照上市櫃金融機構定期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並充分揭露

非財務績效與執行成效；相似的，農委會除了每兩年舉辦一次的農業推廣機關「金

推獎」評鑑，及法定的公益金（農會總盈餘之 5%）、農業推廣、訓練及文化、福

利事業費（62%）、各級農會間有關推廣、互助及訓練經費（8%）之外（農會法，

2014，第 40 條），建議未來應將企業社會列入進行農會績效評鑑的重要指標，以

落實農業合作金融增進社會福祉的社會企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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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二) 

主持人 孫炳焱名譽教授—臺北大學 

  謝謝黃教授。這篇論文最主要給我們一個訊息，在台灣，因為非營利企業一

直不承認合作社是社會企業，我想這篇論文透過這兩位評論人把這件事凸顯出來。

傳統上的信用合作社和農會對善盡社會責任這一塊不曉得有沒有繼續再討論，近

年來都是要求業務要開放，包括農會聽說也是這樣。在座的吳榮杰教授這方面比

較熟一點，我想下午應該可以在這方面來討論。總歸來說，一方面它開放業務；

但另一方面它作為傳統合作社該有的社會責任，這方面的討論比較少。我想藉這

個機會講一下，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以及儲蓄互助社，他們從內部不斷的討論說:

到底我們有沒有盡到社會責任。對於合作社的基本價值---對社會善盡責任，他們

內部有不斷的在改進。所以我想，開放業務同時也要討論這一塊，這個組織的特

性才會存在，否則改到最後，乾脆改成銀行，對合作運動者來講，到最後整個都

丟掉了，實在是很可惜。而且討論過好幾次，自由主義推動以後，世界性的社會

問題不斷的產生，比如說貧富不均這個問題一旦發生，合作社作為一個解除貧窮

問題的手段，是越來越重要。瑞典惟一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麥達爾（G.Myrdal)

也強調這點:合作社是解決貧窮最好的工具之一。所以我想透過今天的討論，把

合作社該盡的責任再討論一下。 

 

黃啟瑞教授—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我想回應一下主持人，當然責任與權力兩者永遠是要平衡的，前面剛剛在講

讓大家有多一點的業務機會的前提是「自律」，也就是說我們的本質還是合作社，

當然我們在社會企業方面的功能:協助農民也好，或是照顧基層金融這一部分，

那是我們最基本的，我們也常碰到一些歐洲的學者，像是丹麥或是瑞典，他們都

說那不需要討論，本來就是如此不是嗎？那些東西已經內化了，不需多言。重點

在於像剛才講的外在的環境變化很大，因為面臨像剛才老師所說的資本主義的競

爭模式，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以資本主義為主的金融機構也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只是他們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動機，演化過程可能都是從「工具」、轉化成「投

資的基本工具」，然後最後才可能發展為「利他」。我們這邊是反過來，因為我們

本來就是「利他」，只是做到後來我們自己很辛苦，因為面臨龐大的競爭還有外

在條件的改變，包括剛才講的國外合作社和我們也不一樣，他們有注意到這樣的

趨勢發展，所以他們給合作社的業務空間是比較大的。當然如果大家目前的營運

狀況已經很好，覺得不需要再開放，單純用「利他」模式就可以經營的很好，甚

至是獲利（當然那不是目的，賺得再多最後還是回饋），那當然就沒有問題，剛

才講的這些開放也就不一定有必要。以上所談只有真正經營的人最清楚，剛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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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原則我們都知道，權利義務一定是對等的，享受到多少權利、社會給我多

少的信任，自己就要肩負多少責任，這是一定的。只是現在的實際狀態到底是怎

樣，我想業界心裡面有一把尺，有必要把客觀的數字和狀態做一些清楚的描述，

主管機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也會比較清楚應該要如何制訂政策，資源該如何分

配。謝謝！ 

 

梁玲菁理事長—中國合作學社 

  謝謝老師，我在這邊有幾個問題提出。第一個問題，當我們的金管會在思慮

的時候，會認為金融機構小資本和大資本之間，其實會跟股東權益之間產生矛盾

性的問題，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今天一直要把金融性的合作社導向商業銀行，所以

台灣的銀行法其實就是商業銀行法單一的一個概念。第二，我對今天四位發表人

和與談人有一個很大的期許，以黃主任在金融上的造就，和兩位發表人共同幫台

灣基層金融，從你剛才說的法律的構面上，找出國外相對的法規裡，對我們台灣

有利基的地方，嘗試去做條文的修正，若要等金管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個

部分，剛剛在講的兩年教育，我們主婦聯盟在旁邊嚇一跳，西班牙的第一間合作

社是神父用十五年的時間教育，才有第一家勞動合作社，接下去的問題還是在我

們金管會的思維，現在的金管會是為了要促進銀行盡到社會的責任，所以告訴它

說:你做了這些，我就開放你好處，但是對於一個本來就是本於盡到社會責任的

組織而言，它給了什麼？我們有沒有辦法從理論上、或是實務上切入那個「不公

平」，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那個「不公平」的法規，這是我們可以努力的地方。我

們也要肯定農會的部分，因為原住民委員會的微笑貸款業務，經由農會貸放，NPL

只有 1.5%，但若是經過合庫是 8.7%；經過土地銀行大概是 5%的比率，所以我們

肯定農會的信用部是接近群眾。但是我們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儲蓄互助社跟農

會信用部，如何在偏鄉地區達到一個合作的關係，把它發展出來，我認為這才是

創造台灣人民在偏鄉地區的福祉，謝謝大家。 

 

主持人 孫炳焱名譽教授—臺北大學 

  謝謝，我想時間已經到了，這一節就討論到這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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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互助-平民銀行」績效之分析 
 

發表人:楊坤鋒 主任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雖已邁入已開發國家，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在 2014 年已達 25,000 美金以

上，但不可諱言的，隨著所得的增加，貧富差距存在的現象仍舊是社會中一大隱

憂，越來越多人陷入經濟困窘，一般的日常生活對這些貧困族群而言都是奢侈，

於是許多助貧計畫開始因應而生。 

早期的社會工作者、慈善事業等，往往都是以急難救助的方式運行，而台灣

隨著經濟的發展，急難救助的需求雖未逐年增加，但仍然還是有許多人是過著維

生水準以下的生活，而急難救助的傳統援助方法就一直沿用下來，提供貧困者各

項直接的協助，例如物質援助、金錢援助，但漸漸的這些公益事業除了因大環境

的改變，資金籌措來源越來越困難之外，另外發現了這樣運轉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受助者開始習慣了這樣的援助，漸漸放棄了更加努力去改善生活的意志，心理覺

得:「反正我工作與否，得到的收益都差不多，不如繼續給人救濟反而輕鬆許多」，

以至於受幫助的人只會繼續受幫助，而他們的下一代也因為環境如此而大多繼續

輪迴下去。不斷的挹注資源來濟貧，貧窮人口除了仍受到貧富差距影響外，惡性

循環的效果下，貧窮人口增加的速度並未趨緩，因此，以扶貧為出發點的各項脫

貧計畫便開始如火如荼的展開，其中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的脫貧計畫-平民銀

行就是其中一項以貧窮人利用金融信用借貸展開財富逆轉的方案。 

「平民銀行」即是為了達到脫貧這個目的，我國內政部參照孟加拉的鄉村銀

行提供一些經濟弱勢資金借貸的服務，打破以往金融業的傳統觀念，認為富人才

具有信貸的信用，而窮人銀行則相反得將窮人視為一樣具備信用，為他們設計適

合他們的借貸計畫，並運用借來的資金輔導其創業，脫離貧窮循環的困境，這也

正符合「送他魚，不如送他釣魚竿」脫貧的理念。 

鄉村銀行創辦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發現孟加拉婦女因為

債權人是高利貸業者，雖然借了錢也賺了錢，但賺的錢卻被高額利息所吞噬，收

入也因此被剝削了一大部分，使農村婦女仍然陷於貧窮的困境；尤努斯認為:如

果能用正常的金融借貸提供資金，使農村婦女不僅具備還款能力，也能因此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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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這樣的契機促使尤努斯在孟加拉成立鄉村銀行。我國內政部參考尤努斯的

鄉村銀行，與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合作，輔導經濟弱勢者參與脫貧計畫，鼓勵

儲蓄，並搭配政府政策性補助，增加更大幅度的貸款金額，提供創業資金。本文

將針對參與計畫的對象進行績效研究，並分析此計畫的績效是否就意味著「脫貧」

此最終目的，是否會因國家背景不同，而成效相異，亦或是達到平民銀行的目標，

卻有可能導致目標對象勉強履行計畫約定的另一種壓力，而實際上脫貧的成效是

否有限。 

貳、貧窮與平民銀行之定義 

一、 貧窮之定義 

目前在世界上最常用來斷定貧窮與否的標準為貧窮線（poverty threshold），

定義為滿足生活標準而需的最低收入水平，但每個國家因其經濟與文化發展階段

不同，而對貧窮也產生不一樣的標準，所以在國際上的貧窮標準也很難達到共識。

因此「世界銀行」以每日收入低於 1.25 美元為絕對貧窮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則以家庭可支配所得相等收入中位數的一半（50%）為相對貧窮線。 

雖然如此，常用的貧窮概念一般可以歸類為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

相對貧窮（relative poverty）與主觀貧窮（subjective poverty）三種，其概念與內

涵各有不同。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強調的是經濟生活需求的基本費用，

因此對於貧窮的計算方式乃是先選擇基本需求的財貨，然後設算出滿足這些基本

需求財貨的市場價格，以此作為最低生活預算值，並據此劃分貧窮與非貧窮者。

這樣的貧窮設定方便官方認定，也有利於評估長期的政策效果，但是卻可能忽略

整體社會的所得分配狀況，未能反應地區差異與消費型態的改變。相對貧窮

（relative poverty）的概念強調的是整體財富或收入的相對位置，其計算方式是

依社會平均或一般生活水準或最低可忍受的生活水準而訂，由於設算方式與社會

的所得不均有關，常是採平均或中位所得的某一百分比來設算。較複雜的則是以

剝奪指數來衡量，此方式的優點在於能凸顯社會不平等現象，並可作跨區域、時

間之比較研究，但相對上在無明顯貧富差異及財富分配不明顯時（如社會普遍貧

窮），則失去其意義。最後，主觀貧窮（subjective poverty）的概念則是著重在對

於貧窮的主觀認知，就個人或家戶的主觀意見調查，由受訪者自評或主觀認定自

己的經濟狀況，也可列舉與其相似的個人或家庭之最低所得或消費需求應為多少，

此反應易受回答者的家庭特徵、所得、偏好以及所處環境的影響，此方式雖能反

應社會最低需求的意見，但作為貧窮測量時很不穩定，故很少依此作為官方貧窮

門檻（Hagenaars,1991: 136-139;Ruggles,1990: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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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愛爾蘭政府則由物質面來擬訂貧窮與否，在 2007 年修訂了物質匱乏指

標（Material Deprivation），以更適當地反映現行的生活水準，特別著重加入反映

社會共同融和參與的專案。原本的量度，在 8 個專案的列表中只要缺乏一個或以

上即屬貧窮；修訂後，改為在下列 11 個項目的列表中缺乏兩個或以上即屬貧窮。

清單包括: 

1. 兩雙完好的鞋子 

2. 一件溫暖而防水的外套 

3. 可以購買新衣，而不是二手衣服 

4. 每兩天可以進食有肉類、雞或魚（或相等水準的素食）的餐一次 

5. 每週可以吃烤肉或相等水準的食物一次 

6. 過去 12 個月不致因缺乏金錢而不開啟暖氣 

7. 能讓居所足夠溫暖 

8. 每年至少一次為家人或朋友購買禮物 

9. 可更換破爛的家俱 

10. 每月可以跟家人或朋友一同進餐或喝酒一次 

11. 最近兩星期內，曾有一個早上、下午或晚上出外消遣 

而我國最新定義的貧窮線標準是由衛生福利部在 2013 年 10 月份公告的

2014 年台灣省及福建省最低生活費（貧窮線）調整，台灣省由 10,244 元調高至

10,869 元，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由 8,798 元調高至 9,769 元，放寬貧窮線

的標準，進而改變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的標準，雖然降低這些補助的門檻讓更

多人受惠，不過這也反映出我國生活所需的經濟標準提高，對於經濟弱勢的民眾

來說生活負擔壓力也變的更大了。 

二、我國平民銀行試行計畫之定義 

我國內政部為強化照顧經濟弱勢者，增加社會安全網，取法有「窮人銀行家」

之稱的孟加拉經濟學者尤努斯所創立的「鄉村銀行」精神，以微型貸款概念，協

助不符一般銀行貸款資格的經濟弱勢者，從養成「儲蓄」習慣，累積個人信用，

取得貸款以改善生活，同時培養就業能力與建立人際關係，訂定「平民銀行」試

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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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畫參與者為有工作意願之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戶、單親或經濟弱

勢者，每戶以 1 人為原則 ，計約 130 戶 (原試行計畫 50 餘戶，餘為新增) 。試

行之地區為臺中、南投、彰化等區域外，接受有意願共同參與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亦列為實驗區域。 由區域內具備社工輔導人力之主、協、承辦單位推薦 ，

推薦單位在方案執行期間應有社工共同陪伴 ， 並將進入本方案之受推薦者建立

個案檔案提供必要之諮詢。 

計畫期間:自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l2 月 31 日止。 

儲蓄互助協會於承辦本計畫時，依「內政部合作事業補助作業要點」政策性

補助規定提出申請，補助項目如下: 

（一）個人帳戶相對補助:每人每月儲蓄對等補助最高新臺幣 1，000 元，最

少 500 元，若未按月儲蓄累計達 3 個月時，取消繼續參加資格，已存股金，由個

人自行決定續存或於退社領回。對等補助款項於計畫結束後起算 5 年內退社，僅

能退還自存部分，對等提撥部分留存該承辦社列為「應付代收款-平民銀行專款」

科目，作為本計畫專用款項，報准後始得以支用，計畫結束後結餘款繳回本部。 

（二）團體互助基金補助:每人具有 10 萬元壽險、20 萬元意外險及意外醫療

之微型保險保障。 

（三）微型貸款及利息補貼:生活型（含助學貸款）每次最多新臺幣 10 萬元，

至多以申貸 3 次為限；創業型最多新臺幣 30 萬元，以 1 次為限。上述均補貼年

息 3％之利息，貸款期限及利率依儲蓄互助社放款規定辦理。 

（四）手續費補助:承辦貸款之儲蓄互助社按貸款總金額之 3％計算。協會得

依上開補助作業要點規定申請「專案計畫管理費」。 

（五）辦理團體輔導、培力課程及座談會等經費補助。 

參、研究方法 

本文乃是針對內政部與儲蓄互助協會所合作的脫貧專案-平民銀行的績效評

估與受助者的實質感受來做分析與探討，受訪對象設定為負責專案的人員以及受

助的個案，所蒐集的資料亦因樣本數小，加上問題涉及當事人的實質生活經驗感

受，所以若採用問卷調查法等量化資料蒐集的方式較不容易得到精確的回答也無

法深入研究的議題，所以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來深入此計畫，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是一種透過不斷觀察研究對象與蒐集資料的過程，目的為分析某特定

現象發生的原因與背後所賦予的意義。社會上充滿著各種假象，而質性研究就是

要在不斷辯證的過程中找到真相，對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加以批判，進而產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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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因此，質性研究所關心的是「意義」而非「測量」，是「本質」而非「表象」，

是「詮釋」而非「定律」（蕭瑞麟，2007）。因此本文選用「深入訪談法」透過與

受訪對象的訪談、互動中，以更多不同且開放不封閉的觀點來蒐集所需的資料。 

所謂「深入訪談法」又稱臨床式訪談，它是爲搜集個人特定經驗的過程及其

動機和情感資料所作的訪問。最初常用在個案工作的調查、囚犯的調查和精神病

人的調查，其目的是作出臨床診斷，挽救罪犯和治療患有精神及心理疾病的人，

後來廣泛用於對一般人的個人生活史及有關個人行爲、動機、態度等的深入調查

中，其中對個人生活史的訪問是個人生活史研究中獲取初級資料的主要方法之一。

生活史研究是一種對人們的生活經歷進行詳細瞭解和分析的研究方式，它採用訪

問、觀察或由被研究者自己寫自傳等方式，對某一社區或某一群體中的全部或部

分個體的生活經歷進行詳細的瞭解，如實地記錄下研究物件生活經歷中各方面的

情況，然後將不同個體的生活史進行統一的整理和歸納，找出共同點和不同點，

並找出其中典型的個案作爲描述和解釋的例證，以此來反映這一群體的社會生活

狀況以及他們的心理、思想、態度和觀念等。深度訪談與重點訪談相似，可以說

是一種半結構式訪問，它選取研究問題的某些方面向調查物件提出問題，訪問是

機動或結構鬆散的，但仍有重點與焦點。(孔方正，2008) 

質性訪談是一種為特定目的而進行的談話，而深度訪談有別於單純訪談，深

度訪談目的在於透析訪談的真正內幕、真實意涵、衝擊影響、未來發展以及解決

之道。一般而言，深度訪談比一般訪談要花費更多時間，但是其所能得到的結果，

更具能深入描述事物的本質，以做為進一步分析的依據。(萬文隆，2004)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是質化研究中經常採行的資料蒐集方法之

一，主要是利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口語交談，達到意見交換與建構，是一種

單獨的、個人的互動方式，受訪者藉由訪談的過程與內容，發覺、分析出受訪者

的動機、信念、態度、作法與看法等。此研究方法是一種訪談者與受訪者雙方面

對面的社會互動過程，訪問資料正是社會互動的產物（畢恆達，1996；李美華、

孔祥明、林嘉娟、王婷玉譯，1998；袁方編，2002）。 

肆、取樣方式與訪談施行 

本文研究範圍設定在內政部委託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承辦之「儲蓄互助培

力--平民銀行」專案之績效與成果研究，因此，取樣對象設定為由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5 日試行方案起至民國 103 年度間受助的個案以及承辦此案的專員，以

非隨機的方式取樣進行深度訪談，訪談時間為民國 10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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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證結果分析 

一、依計畫持續進行資產儲蓄累積之分析 

儲蓄互助協會透過與社福機構合作，原本社福機構所關懷的個案，經由社福

機構推薦到協會，由協會安排其所適合的儲蓄互助社納入脫貧計畫，個案在地方

單位社仍以準社員身份為期六個月，這六個月期間內連續每個月必須儲蓄股金

500元以上，而且不能中斷才能成為正式社員。成為正式社員後仍需持續儲蓄股

金每個月500元以上且不能中斷，另外協會另外補貼個案每月所儲蓄股金同等金

額，最高1000元為上限，補助12 個月為限。透過社員的持續儲蓄，建立儲蓄習

慣，慢慢累積自身的資產，達到減貧、自立、脫貧的目的。 

參與計畫的個案，互助社也結合了地方政府、社會工作機構及其他相關協會，

定期的招開座談會，辦理培力課程，提供志願服務活動，以專業的社工人力協助

參與者視需要個別諮商、就業輔導、家庭關係促進、社會適應等服務，並規定計

畫期間培力計畫時數每年不得低於 24 小時，參與志願服務活動至少 30 小時，幫

助弱勢族群與社會接軌，並從參與的課程及服務的過程中，培養參與者的社會資

本及人力資本。   

調查的個案共 23 位，因篇幅關係，本文以以下 5 個個案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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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帳號:8490 

民國 100 年 9 月 20 日開始儲蓄，截至民國 103 年 10 月 23 日，共存了 52

次，最高儲蓄金額為 6500 元，最低儲蓄金額為 220 元，而平均每次儲蓄 1523.462

元，累積股金為 792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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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帳號:8491 

民國 102 年 7 月 15 日開始儲蓄，截至民國 103 年 9 月 24 日，共存了 22 次，

最高儲蓄金額為 4500 元，最低儲蓄金額為 1000 元，而平均每次儲蓄 1522.727

元，累積股金為 33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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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帳號:8670 

民國 101 年 9 月 20 日開始儲蓄，截至民國 103 年 9 月 29 日，共存了 36 次，

最高儲蓄金額為 4000 元，最低儲蓄金額為 250 元，而平均每次儲蓄 1500 元，累

積股金為 5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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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帳號:8680 

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開始儲蓄，截至民國 103 年 9 月 30 日，共存了 34 次，

最高儲蓄金額為 5000 元，最低儲蓄金額為 1000 元，而平均每次儲蓄 1923.529

元，累積股金為 65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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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帳號:8730 

民國 101 年 12 月 12 日開始儲蓄，截至民國 103 年 9 月 3 日，共存了 32 次，

最高儲蓄金額為 3000 元，最低儲蓄金額為 1000 元，而平均每次儲蓄 1500 元，

累積股金為 48000 元。 

 

 

 

 

透過以上統計圖的分析可知，每位個案透過脫貧計畫的執行與輔導，每個月

都能夠按時儲蓄，每月平均儲蓄金額約 1,500 元以上，最高儲蓄金額可達到每月

5,000 元以上，股金累積總額亦達 30,000 元以上。資本的累積對於個案而言，在

後續創業的輔導上，奠下成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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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利用計畫貸款方案還款狀況之分析 

儲蓄互助社是一群具有共同關係的人在金錢上互相幫忙的組織，該組織除鼓

勵社員節儉金錢，並把匯集的金錢以合理的利息貸款給社員，以改善他們的生活

及促進他們的生產，社員可以按自己的經濟能力按期還款。民國 103 年內政部試

行「儲蓄互助培力—平民銀行」計畫，是內政部為扶助有工作意願的經濟弱勢民

眾，可以有尊嚴地取得所需的資金融通管道，運用儲蓄互助社的自助互助原理，

由鼓勵儲蓄習慣開始，在計劃期間給予相對的補助金，幫助累積個人信用與資產，

待有資金需求時，透過貸款機制持續循環運用，累積信用並具有尊嚴的借貸，避

免落入地下錢莊的危害，達到減貧、自立、脫貧的目的。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目前在全國有 340 社，共有 211,047 位社員，「儲蓄互助培力—平民銀行」計畫

期間自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以微型貸款來說，用途分為生活（含

助學貸款等）、創業型之貸款，以新台幣 30 萬元為利息補貼上限，均得分次申請。 

 

1.貸款用途                              2.各區會貸款情形 

              

 

 

 

據統計有 57 個借號，已經有 24 個借號還款完畢，持續還款率 100%，還款

完畢完成率 42.105%，大致上來說是一個有成效的計畫。 

 

生活 980,400 15筆

教育 258,000 10筆

創業 350,000 3筆

1,588,400

台中 785,000 13筆

彰化 727,400 13筆

南投 76,000 2筆

1,58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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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 5 個計畫個案借號為例: 

1. 社號 2201 帳號 8490 借號 7496 

 

借貸金額為 130000 元，截至 103/10/23，分期第 12 期，平均一期攤還 1794.182

元，餘額 110264 元仍在持續攤還。 

 

2. 社號 2201 帳號 8730 借號 7568 

 

借貸金額為 100000 元，截至 103/10/03，分期第 4 期，平均一期攤還 2000

元，餘額 92000 元仍在持續攤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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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號 2201 帳號 8820 借號 7450 

 

借貸金額為 80000 元，截至 103/10/14，分期第 17 期，平均一期攤還 1847.625

元，餘額 50438 元仍在持續攤還。 

 

4. 社號 2201 帳號 8830 借號 7429 

 

借貸金額為 50000 元，截至 103/10/27，分期第 19 期，平均一期攤還 859.2105

元，餘額 33675 元仍在持續攤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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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號 2201 帳號 8490 借號 7420   

 

借貸金額為 100000 元，截至 103/09/24，分期第 19 期，平均一期攤還 3136.105

元，餘額 40414 元仍在持續攤還。 

  從上述 5 個計畫個案貸款情形可知，雖然每月攤還貸款金額不高，但每月均

按時攤還，而且持續在攤還，表示該培力計畫發揮預期的功能，使得借貸金額可

以產生「自償功能」，亦即產生收入進而得以償還貸款。 

柒、訪談內容重點整理-受訪人: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XXX 組長 

由於訪談內容共計 23 題開放式問卷，無法一一呈現在本文中，取其重點敘

述如下: 

脫貧方案分三種，第一為資產累積，第二為教育脫貧，第三為就業脫貧，其

中資產累積方面，政府在推動與施行上有其困難性，因此政府大多以教育脫貧以

及就業脫貧為其施政重點，而且其效果也較為可以立竿見影。資產累積因較難衡

量脫貧的定義，究竟累積多少資產才算正式脫貧？沒有一定的客觀數據可以加以

定義，所以相較於教育脫貧的舉辦培力計畫，就業脫貧的就業幫助來說，資產累

積是一塊比較難去定義與協助脫貧的領域。 

資產累積方面政府原本與某些基金會、郵局、銀行等金融機構合作，只要參

與者存錢，政府就會相對提撥一筆錢存入參與者的帳戶，目的在於鼓勵儲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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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與銀行或郵局等合作，較無法控管參與者去提領儲蓄以及政府的提撥金，導致

資產累積方案的失敗。因此，由內政部委託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承辦的「儲蓄

互助培力--平民銀行」計畫，藉由股金帳戶的運作或許可以獲得較好的成效，因

為股金帳戶無法隨意領取，與資產累積方案的架構符合，於是內政部與台中市政

府在民國１０１年開始與儲蓄互助協會合作，開始實施資產累積方案，只要參與

者定期存錢進入儲互社的股金帳戶，政府相對就會存入一筆提撥金進入參與者的

股金帳戶。 

在這此計畫實施之前，儲蓄互助協會也做了兩年實驗方案，範圍在台中地區，

大約 20 戶，對象來源連結了基督教青年會（ＹＭＣＡ）。ＹＭＣＡ有一計畫為單

親婦女美食創業，目的在於培養這些婦女以美食方面創業，自力更生。但這些婦

女發現創業的所得不知該存在哪裡，又怕自己亂花掉，於是結合儲蓄互助協會的

資產累積方案，立即快速達到累積資產的目的。 

「儲蓄互助培力--平民銀行」計畫中，創業並非最主要的目的，創業只是其

中一個選項，此方案重點在於改善個案生活，促進就業生產與創業生產。此方案

不強調一開始能借多少錢，而是透過政府提撥金，把資產變二倍，例如只要一年

存了一萬二，加上政府提撥金就會得到兩萬四，透過這種方式快速累積資產。在

其他的方案可能是一年存一萬相對提撥一萬，三年共得六萬後寫一份企劃便可把

錢提出去用。但在「儲蓄互助培力--平民銀行」方案中可倍數貸款，三年存三萬

六可得七萬二，還可以向儲互社貸款三十萬去創業甚至更多，視其目的及評估後

而定。參加此方案的個案創業人數其實不多，最重要的目的終究還是以改善生活

為主，也有部分人使用貸款付清卡債，因其貸款利率較低，搭配資產累積方案較

能脫離貧窮。還有部分的人貸款是為了就業需求，例如買摩托車，有些人因為交

通工具的限制，無法去更遠的地方工作，也會導致薪水受限。有了摩托車後，可

以往離家較遠的地方就業，可以找到薪資及福利較好的工作。 

參加的個案皆會經過社工的評估以及問卷了解個案身心家庭的狀況和就業

狀況，此為第一次質性評估。進入資產累積方案後，參加的個案必須定期達到方

案所規範的要求，也就是每個月要存至少 500 到 1,000 元，超額亦可。培力計畫

課程方面必須達到 24 小時一年，志工服務也須滿 30 小時一年，這些課程與志工

服務皆要與儲互社或推薦的機構有關。儲互社也會透過定期發放問卷，了解個案

加入方案後的狀況，在參與方案途中，部分個案也有貸款，這樣更可以去評估他

們的現況。例如從貸款原因方面來看，個案是用貸款來改善生活，又或者是創業，

貸款後是否有按期還款，有無違約等等，這些都可用來評估個案現況。假如上述

規條件皆有達成，那基本上個案已可獨立，不須再申請社會救助，個案已有脫離

貧窮的跡象，但也只是在某程度上脫離，並非百分之百脫貧，也許有突發狀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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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個案又會被其拖累，需要人去幫助。在這些個案參與計畫的途中，其實看不

太出來是否有脫貧，也許上述條件個案皆有達到，生活漸漸改變中，但距離脫貧

可能還有困難。因此儲互協會便定出十項評估指標，若個案只有五項達標，那離

脫貧就要繼續加油。從定期發放的問卷來看，很容易就可以判斷他們的家庭現況

是否改變。 

透過「儲蓄互助培力--平民銀行」計畫是否可以讓個案真正達到脫貧的目的？

脫貧並非短期間就可以用任何指標來評估其績效，脫貧的觀察需要的是時間，或

許是 10 年，或許是等小孩成年後才能脫貧。因此在評估脫貧的績效只能用程度

來細分，例如以前沒有儲蓄，但目前至少有了一筆小額儲蓄，那就是改善了，或

是之前消費一個月需要２萬，那現在只需要１萬５，改變消費習慣也是改善。 

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此計畫的緣起取自於有「窮人家銀行」之稱的孟加拉經濟學家尤努斯所創立

的「鄉村銀行」精神，透過儲蓄互助社的實施及政府的配合下，利用儲蓄補貼的

方式，來建立良好的儲蓄習慣，再以微型貸款的概念，來協助資格不符一般銀行

貸款的經濟弱勢族群，藉由兩者的配合下，慢慢累積自身的資產，達到減貧、自

立、脫貧的目的，本文對於「儲蓄互助培力─平民銀行」推行的積極性福利政策，

透過訪談及資料收集得出以下結論: 

(一)計畫的推行 

此計畫一開始透過教會團體ＹＭＣＡ來推廣，ＹＭＣＡ中有個單親婦女美食

創業計畫，藉由與互助社的合作使婦女們能獲得創業所需的資金，同時也藉由互

助社的資產累積方案，讓婦女們能更快的累積自己的儲蓄，再藉由志工方面的推

薦，由於志工長期深服務許多弱勢家庭，經過志工評估其是否符合有工作能力且

有意願參與資產累積方案等條件後推舉而出，此計畫便由一開始的數十人，發展

到目前的數百人。 

(二)計畫的目前成效 

藉由儲蓄互助社所提供的資產儲蓄及計畫貸款方面來看，大部分的個案都能

維持正常的情況，資產慢慢的增加，貸款也能定時的繳還，雖然貸款方面大部份

的借貸都是為了改善生活，但改善了生活，才能創造生產及就業，再藉由此計畫

的培力課程及志工服務，來累積自身的人脈，大部分的個案都已慢慢的達成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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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雖然脫貧不能用短時間去檢視，但由個案的狀況來評斷，能顯示大部分

的生活都已開始在改善。 

(三)退出計畫的主要因素 

儲蓄互助社推行的脫貧計畫，雖然完成的門檻很低，但還是有少部分的個案

退出此計畫，大部分的原因，是由於參與者無法達成計畫要求的培力計畫參與時

數及志工服務時數，理由大都是太忙或是時間上的無法配合，當然也有部分的個

案，是由於無法認同儲蓄互助社的運作方式，無法理解為何自己的儲蓄，無法像

存在銀行般隨意的使用。 

(四)計畫的持續發展 

參與計畫的民眾，大部分都能配合計畫實施，生活也都逐漸有了改善，在貸

款方面政府也給予補助，同時利用互助社與一般銀行不同的借貸方式，用本金餘

額的方式歸還，同時拉長期數，使參與的民眾能更容易的一邊累積自己資產一邊

還清貸款，等到計畫結束時，不但無負債還有一筆資金，當然也可以選擇再次的

投入計畫，使生活越來越好。 

綜合上述四點推斷，此計畫在儲互社的運作下，越來越完整，但還是有些美

中不足的地方，如:民眾對於儲互社的認知，或是參與時數方面等，雖然只是少

部分的個案，但只要能改善，相信就能使更多的民眾來參與，在Ｍ行社會的經濟

結構下，加劇了貧富懸殊的問題，而經濟弱勢家庭往往缺乏資源面臨生活上的危

機，從國內外的脫貧計畫的經驗中更顯示協助經濟弱勢者累積資產的重要性，貧

窮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生命機會」的議題，雖然只以有工作能力者為限，但

這也避免造成嚴重的負擔，才能使計畫走得更長久，本計畫不只兼顧經濟問題，

同時還兼顧人力發展及社會資本的建立，藉由合作事業的價值，連結社區、社員

及員工，建立起由一群共同關係者互相幫忙的網絡，不只幫助了弱勢的群體，同

時相信人性本善，啟動善的循環，能更拉近彼此間的距離，改善更多人的生活，

同時也能解決更多的社會問題。  

二、建議 

(一)計畫參與時數 

關於計畫要求的培力計畫參與時數及志工服務時數，雖然大部分的民眾的理

由都是太忙或是沒時間參與，但對於真正沒時間配合的民眾或許可以採用較彈性

的方式，或是其他替代方案來使個案持續的投入，但也可能是有其他原因民眾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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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示的，這部分，都可藉由儲互社更深入的來了解其原因，也可藉此改善此情

形。 

(二)儲互社營運方式 

部分的個案退出此計畫，是由於不能認同合作社的營運方式，因此退出，但

這可能只是雙方認知差距，儲互社的本意，只是為讓參與的個案，不要輕易的取

出花用，強迫他們儲蓄，來達到累積資產的效果，如果真的有需要，可以用借貸

的方式取出，藉此個案會更謹慎的使用他們辛苦賺到的薪資，改善消費習慣，也

算是改善生活的一種方式，這方面可以藉由再教育，或更深入的溝通來取得雙方

的共識。 

(三)參與的方式 

對於參與此計畫的民眾，大多來自於教會團體，或是由長期服務弱勢家庭的

志工來推薦，但此計畫我們認為能結合更多的非營利組織或是社福團體，來讓更

多人一起來投入，不然能幫助更多的弱勢族群，同時也能藉由組織間的相互幫助，

來獲得更多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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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互助-平民銀行」績效之分析 

 
與談人:王永昌 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內政部參考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與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合作輔導經濟弱

勢者參加脫貧計畫，本文作者在該計畫(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結束前利

用質性研究法，對受訪個案(23 位參與計畫者和協會承辦專員)作深度訪談，以訪

談資料對該計畫進行績效評估。本文僅就五位存款戶(儲蓄股金)和五位貸款戶的

受訪結果提出分析:在存款方面，五戶都有逐月存款，平均每月存款從 1500 元到

1924 元不等；在貸款方面，五戶都按時還款，貸款金額從 50000 元到 130000 元，

平均每月攤還從 859 元到 3136 元不等。受訪存款戶每月存款金額雖不高，但都

能穩定累積資本，有助於後續的創業輔導；受訪貸款戶每月攤還金額雖不多，但

也都能按時償還，該計畫顯然發揮了預期功能。脫貧無法一蹴可及，需要長時期

觀察，並定期進行追蹤調查，以評估在每一階段受訪個案的家庭狀況是否持續地

在改善。本文對該計畫及參加該計畫的受訪個案做了詳細的敘述和分析，也做出

績效評估、檢討與建議，然而對受訪個案仍局限於量化分析(存款、貸款和還款

金額的分析)，似乎缺少質性分析的元素，在訪談問卷中應該有若干開放性議題

讓受訪者對該計畫的績效從客主觀方面作較深入的陳述，如同對承辦專員的訪談

一樣，若能夠整理出來若干重點做文字上的敘述，讓讀者更為了解研究的本質而

非表象。 

接下來簡單介紹孟加拉鄉村銀行的起源、發展、運作與績效評估。1974 年

大饑荒讓孟加拉的經濟環境更為艱困，農村地區的窮人受到高利貸的剝削，不但

終生無法脫貧，而且陷入世代的貧窮循環。當時擔任吉大港大學(University of 

Chittagong)經濟系主任的尤努斯教授(Muhammad Yunus)正在思考如何解決教室

外頭底層民眾的貧窮問題，他知道不是窮人不勤勞，而是他們無法自銀行取得生

產資金，迫使他們必須和高利貸打交道，結果是生產的果實被高利貸摘走了。他

相信只要給機會，窮人一定會還錢的，微型貸款(microcredit)是可行的。1976 年

尤努斯首次以自己的 27 美元借給 Jobra 村 42 位編製竹家具的婦女，爾後陸續以

自己為擔保人，向窮人們提供小額貸款，這是成功的試驗，不但貸款可以回收，

而且顯著改善借款人的生活，1979 年終於獲得孟加拉央行的支持。 

1983 年 10 月 1 日微型貸款的實驗終於發展成為具備完整功能的銀行，稱為

葛萊明(Grameen Bank)，即孟加拉窮人的鄉村銀行。與傳統銀行不同的地方是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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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銀行的授信不是以擔保品為基礎，它的營運是建立在互信(mutual trust)、負責

(accountability)、參與(participation)和創意(creativity)的基礎上。每一位借款人都

持有鄉村銀行不可轉讓的股金，而成為社員，合計約持有 92%的總股金，餘額則

由政府持有，這是一家為窮人服務的銀行，也是窮人自己的銀行。2015 年 4 月

底鄉村銀行有 867 萬多社員，96%是婦女，多位董事是婦女；貸款餘額 11.64 億

美元、存款餘額 21.65 億美元(社員存款 13.65 億美元和非社員存款 8 億美元) 、

存放比 186%、資本適足率 11.4%(2013 年底) ；設有 142301 個團體中心(center of 

groups)、2568 家分行、服務 81390 個村落，約占全國村落總數的 97%。因為對

社會底層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努力和貢獻，尤努斯與鄉村銀行共同榮獲 2006

年諾貝爾和平奬。 

如何評估孟加拉鄉村銀行的脫貧績效？比較以下幾個數據即可略知一二。在

有鄉村銀行的村落中，社員的平均家庭所得較非社員高出 25%；鄉村銀行的社員

有 20%仍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而非社員卻高達 56%，本來只是如同小泡沫一般

的希望(a small bubble of hope)，現在卻變成可讓全國窮人脫貧的一股巨大力量。

每年鄉村銀行都要去評估社員的社會經濟狀況是否有所改善，並根據以下十項匱

乏指標評估社員是否已脫離貧窮。 

一、居住在價值至少 25000 塔卡(2015 年 4 月底 1 美元兌換 77.8 塔卡)或屋頂包

馬口鐵的房舍，家庭成員都有床睡而不是睡地板。 

二、家庭成員飲用來自深管式鑿井、明礬淨化、不含砷、藥片淨化或水壺過濾的

乾淨水。 

三、六歲以上的小孩都去上學或完成小學教育。 

四、貸款者每週攤還金額至少 200 塔卡。 

五、家庭使用衛生廁所。 

六、家庭成員每天有足夠的衣物穿著，冬天有圍巾、毛衣、毛毯等禦寒衣物，有

蚊帳免於蚊蟲叮咬。 

七、當需要更多錢時，家庭還有其他收入，如菜園、果樹等。 

八、每一年借款人的存款帳戶平均餘額維持在 5000 塔卡水準。 

九、家庭成員一年到頭每天都可以飽食三餐，沒有人在一年當中有任何時候處於

飢餓狀態。 

十、家庭能夠照顧成員的健康，若有成員生病，家庭可以尋求適當的醫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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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互助社推動「儲蓄互助培力-平民銀行」實驗方案之分析 

 
與談人:瓦歷斯．貝林 前理事長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壹、 前言 

美國學者Michael Sharraden在 1991年提出「資產累積福利理論」（assets-based 

welfare theory），主張協助低收入家戶應提供具有儲蓄性、投資性與動態性的資

產累積方案，以協助整合低收入家戶回歸主流社會成為具有生產力的公民，這樣

的理念有別於傳統社會救助制度過份倚重「收入維持」以解決貧窮問題的策略。 

英、美國家從 1990 年代開始覺得，儲蓄互助社應該可以協助經濟弱勢者對

抗貧窮，並促進財務融合。英國的儲蓄互助社由 1986 年的 94 家到 2000 年已超

過 700 家，絕大多數的儲蓄互助社都設立在經濟弱勢的社區，其中 83%受到地方

政府的贊助，並以對抗貧窮和服務經濟弱勢者為其宗旨，而美國 1994 年「社區

發展銀行與金融機構法案」同時對經濟弱勢社區及個人提供金融服務，儲蓄互助

社就是法案中所稱社區發展銀行之一，就是要提供各種財務服務給經濟弱勢家庭，

因此社區發展儲蓄互助社(CDCU)蓬勃發展，不僅要服務社員，更重要的是促進

社區發展，美國的儲蓄互助社的資產累積托貧方案，主要是透過社區發展儲蓄互

助社設立經濟弱勢者的個人發展帳戶。(張英陣，2014) 

貳、我國資產累積脫貧方案 

2005 年內政部修正公布施行社會救助法部份條文內容，將地方政府結合社

會資源規劃辦理自立脫貧方案納入，以投資積極服務取代消極救濟，希望透過充

權及能力建構的方式協助低收入戶家庭及其成員培養自給自足的能力，逐步邁向

自立和削減貧窮循環的陰影，並提升人力資本及增加社會競爭力，以達低收入戶

脫貧的目標。各縣市政府也從長期採取的傳統社會救助轉而嘗試辦理新的脫貧方

案，具體如台北市政府「家庭發展帳戶」、「出人頭地發展帳戶」、「青蘋果發展帳

戶專案」、「伴我童行－兒童希望發展帳戶專案」及高雄市政府的「低收入戶第二

代希望工程」和「希望起飛築夢帳戶」等，透過積極性、儲蓄性、投資性與動態

性的資產累積福利政策，協助貧窮家庭根本的、長期性的脫貧策略為目前社會救

助的重要思維。(李羿佩，20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xF1ef/search?q=auc=%22%E6%9D%8E%E7%BE%BF%E4%BD%A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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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縣市政府資產累積脫貧方案 

謝秀玉(2011)研究透過政策擴散的觀點檢視我國資產累積脫貧方案之發展

與實施，台北市家庭發展帳戶為我國資產累積脫貧方案之濫觴，從 2000 年開始

經過 10 年的發展後，除了台北市已經邁入實施第 5 個資產累積脫貧方案之外，

共計有 10 個單位、實施 17 項相關方案，其以台北市、高雄縣、台中縣、嘉義縣、

嘉義市與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中心為研究對象，以政策擴散觀點檢視以上執行單

位的方案發展動機、促成方案擴散之助力與限制方案擴散的限制，發現有四個中

心價值: 

(一)參與者需定期定額儲蓄，且方案提供一比一之相對提撥款。 

(二)方案配合相關之課程與教育訓練。 

(三)參與者必須提供一定時數之公共服務。 

(四)參與者需撰寫存款之使用計畫書。在方案之發展動機部分。 

發現方案實施與否會受到以下因素促成: 

(一)首長的支持與政治主張的實踐。 

(二)方案執行者的影響。 

(三)中央政策的回應與鼓勵。 

(四)合作對象之驅動。 

在促成方案擴散的助力部分，發現會受以下因素影響: 

(一)外部資源之挹注。 

(二)政策知識的交流與傳遞。 

在方案之移轉限制部分，發現會受以下因素影響: 

(一)方案執行者之角色與態度。 

(二)行政長官之支持程度。 

(三)經費來源之穩定性。 

(四)外部資源之挹注狀況。 

二、 儲蓄互助社之性質 

儲蓄互助社是一群具有共同關係的人1，基於資金融通的需求，以共同儲蓄

互助的方法來改善社員經濟條件的合作金融組織。它是一種以「人」的結合而非

「錢」的結合所形成的民間自發性團體，因此在實際運作上，它不只展現出一般

                                              
1 依『儲蓄互助社法』第 2 條第 3 項之規定，所謂「共同關係」乃指工作同一公司、工廠或職業

團體、或參加同一社團或宗教團體或原住民團體、或居住於同一鄉、鎮者。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xF1ef/search?q=auc=%22%E8%AC%9D%E7%A7%80%E7%8E%8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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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所具有的金融中介機制，更具備強化儲蓄與照顧中低收入戶階層的福利

功能，其特色可分為下列數項: 

(一) 服務對象以社員為限 

儲蓄互助社之社員服務侷限於具有共同關係者，非社員不能享有存款、貸款、

共同購買或共同運銷之福利，因此資金乃流通於自身體系之內，不同於一般銀行

針對不特定之社會大眾吸收資金再轉貸於個人或企業。 

(二) 民主管理 

理監事由社員直接選舉，同時一切會議的表決權不以股金數為標準，而是採

一人一票制，此乃因為儲蓄互助社是以「人」的結合而非「錢」的結合所形成之

「人合組織」，同時透過社員參與管理，使得身兼顧客的社員，對於儲蓄互助社

更有認同感。儲蓄互助社的內部組織乃以社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旗下設有理

事會及監事會，其組織架構如圖所示。 

 

 

 

 

 

 

 

 

 

圖 1 儲蓄互助社組織結構圖 

社員大會 

監事會 
( 3~7 人 ) 

放款委員會 
( 3 人 ) 

顧 問 
(0~3 人 ) 

教育委員會 
(3~5 人 ) 

職 員 

理事會 
(7~21 人 ) 

理事長 

經 理 

聘僱 

聘任 聘任 

選任 選任 

資料來源：儲蓄互助社手冊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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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視儲蓄 

一般商業銀行所謂的儲蓄款項在儲蓄互助社稱為股金，儲蓄互助社非常重視

社員儲蓄習慣的培養，因此強制要求社員每個月均需存入一定數額之股金2，同

時貸款的額度會和股金數相關，這也是一種鼓勵儲蓄的方式，並且真正達到「儲

蓄」與「互助」的精神。 

(四) 微型貸款 

不似銀行須提供擔保品方能獲得貸款，儲蓄互助社提供相當多類型的小額度

消費型貸款，且不須擔保品，但是貸款額度會和社員的股金數有關(這也是為何

強調儲蓄的原因之一)。另外，一般貸款均由各社的放款委員會進行審查作業。

由於不少社員收入與資產有限，因此無法從銀行獲得擔保貸款，然而若訴求地下

錢莊則將受到高利貸的剝削，但儲蓄互助社所提供的微型貸款能於一定程度滿足

社員的融資需求，並消除其對於地下金融的依賴。 

(五) 微型保險(互助金) 

一般中低收入戶不容易從商業銀行獲取微型保險，或是儘管獲得銀行提供之

微型保險，其保障的範圍與額度都相當有限，不易滿足社員的真正需要，然儲蓄

互助社為加強服務社員以及保障單位社自身的財務健全，提供代辦之保險業務服

務(又稱互助金業務)，其種類包括人壽儲蓄互助基金(股金保險)、貸款安全互助

基金及社員團體互助基金等保險項目。 

(六) 重視教育訓練 

儲蓄互助社會撥出其盈餘一部份用於教育訓練3，不僅透過訓練讓各社能夠

提供更好之服務品質，同時也透過各類型之教育活動，讓社員更深入了解儲蓄互

助社之內容與現況。 

總結來說，儲蓄互助社並不是以辦理貸款或相關資金融通來讓所有的投資者

賺錢為目的之組織，它是透過具有共同關係的社員彼此間的相互扶持，以補現行

金融體制之不足。其存在不但有助於解決社會上中低收入者金融借貸服務難求的

困境，且有助於穩定經濟的均衡發展，使得經濟發展的果實，能讓中低收入階層

                                              
2 至少需存入一股之股金，依『儲蓄互助社法』第 13 條之規定，社股金額為每股 100 元。 
3 依『儲蓄互助社法』第 15 條第 4 款之規定，儲蓄互助社年度盈餘的 5%作為公益金及教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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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以共享。 

三、儲蓄互助社資產累積脫貧 

台灣各縣市政府所推動的資產累積脫貧方案屬於短期方案，無法像

Sharraden 所提倡的長期性且是終身的資產累積，或許以儲蓄互助社推展資產累

積方案就能彌補，早在台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最初規劃時，曾經試圖結合儲蓄

互助社推動，但因當時對儲蓄互助社的瞭解與信任有限，且儲蓄互助社對經濟弱

勢者的資產形成方案的認識也不足，喪失了契機。(張英陣，2014) 

直到 2010 年在暨南國際大學張英陣教授的規劃號召下，中華民國儲蓄互助

協會研擬了「儲蓄互助社結合非營利組織推動脫貧策略實驗方案」2 年期計畫，

由台中地區社福機構社工推薦 18 人參與方案，其中多數是單親媽媽，總計累積

資產 81 萬 9,077 元，貸款有 8 人 11 筆，貸款金額達 197 萬 1,500 元。2012 年 7

月內政部社會司提出「儲蓄互助培力-平民銀行」的具體實驗方案，與中華民國

儲蓄互助協會合作結合台中、彰化及南投等縣市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執行為期 1

年半的弱勢家庭資產累積試行計畫，有 13 個社福機構推薦至 14 個儲蓄互助社共

有 54 人(戶)經濟弱勢家庭參與，其中女性佔 48 位，資產累積達 152 萬 4,867 元，

貸款有 19 人 24 筆(其中改善生活 11 筆、教育投資 10 筆、生產創業 3 筆)，貸款

金額達 149 萬 7,000 元，培力發展座談、會議及宣導活動共 1,207 人/次，協助參

與者創業產品行銷金額達 32 萬 2,185 元。2014 年內政部延續平民銀行試行計畫

為 3 年期中期實驗方案，並將方案實驗範圍從原來中、彰、投地區擴大至桃園、

嘉義、台南及屏東等地區，至 2014 年底有 45 個社福機構推薦至 33 個儲蓄互助

社共有 126人(戶)經濟弱勢家庭參與，其中女性佔 109位，資產累積達 356萬 4,709

元，貸款有 29 人 54 筆(其中改善生活 36 筆、教育投資 15 筆、生產創業 3 筆)，

貸款金額達 274 萬 5,600 元，培力發展座談、會議及宣導活動共 1,855 人/次(如

附錄)，綜合平民銀行短、中期的實施計畫，證明了政府確實有注意到儲蓄互助

社協助經濟弱勢家庭的成果，也正式開啟我國儲蓄互助社推動以資產為基礎的脫

貧計畫。 

透過儲蓄互助社推展資產累積脫貧方案具有和其他縣市政府脫貧方案相同

之處如兼顧儲蓄、教育等多元的方案目標，但也有其優勢特殊性，例如長期性的

資產累積、社會融合的功能和跨組織的合作以滿足參與者的多元需求。(謝秀玉，

2011；陳麗珍，2012；張英陣，2014)。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xF1ef/search?q=auc=%22%E8%AC%9D%E7%A7%80%E7%8E%8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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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儲蓄互助社自民國53年由天主教自國外引進，政府對於儲蓄互助社的社務、

業務和財務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說已經非常完整，況且儲蓄互助社已默默耕耘存在

超過 50 年，全國擁有 339 社，社員超過 21 萬人，股金更達 208 億元(至 2014 年

止)，全國參與儲蓄互助社推展運動的義務志工超過 5,000 人，而且在民國 86 年

5 月 6 日立法院通過了儲蓄互助社法，同年 5 月 21 日總統令公布施行，確立了

儲蓄互助社經營發展，維護社員權益，改善基層民眾互助資金之流通，儲蓄互助

社早已經發揮了平民銀行社會安全制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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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統計至 103 年 12 月底方案執行情形如下: 

 

圖 2 

表 1 各區會實際入社個案數             103.12.31 止 

區會 台中 南投 彰化 嘉義 屏東 台南 桃園 合計 

推薦人數 35 23 17 17 34 21 7 154 

受理社數 5 社 4 社 5 社 3 社 4 社 10 社 2 社 33 社 

人數 38 人 19 人  15 人  14 人 11 人 25 人 4 人 126 人 

男性 2 人 5 人 1 人 2 人 0 人 6 人 1 人 17 人 

女性 33 人 14 人 14 人 11 人 11 人 19 人 3 人 109 人 

啟動時間 101.7 101.7 101.7 103.6 103.8 103.8 103.8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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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資產累積:各月份存款情形  (單位:新台幣元)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存款金額 52,310 51,303 57,800 56,251 55,673 66,971 

存款人數 50 人 49 人 50 人 51 人 52 人 63 人 

新加入 
   

2 人 1 人 11 人 

月份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存款金額 85,895 128,998 127,071 117,300 123,141 122,397 

存款人數 80 人 113 人 119 人 115 人 120 人 120 人 

新加入 17 人 31 人 7 人 - 1 人 2 人 3 人 

103.12.31 

126 位參與者 

發展帳戶(含準社

員不含中途退出

者) 

存款合計 $1,045,110 

相對提撥 $956,848 

資產累積 NT$ 3,567,409 

表 3 貸款統計:共 29人申貸 54筆，共 274萬 5,600元。貸款用途 

用途 金額 筆數 

生活 1,858,600 元 36 筆 

教育 537,000 元 15 筆 

創業 350,000 元 3 筆 

合計 2,745,600 元 54 筆 

平均每筆 50,844 元  

表 4 辦理各項培力發展座談、會議及宣導活動:共辦理 58場次 1,855人次 

推介機構

說明會  

儲互社方

案研討 

參與者說

明會 

 參與者

座談 

培力系列

座談 

公益服務 

活動  

專題 

研習 

工作聯

繫會報 

總檢 

討會 

創業美食

行銷 

 4場 5場 14場 3場 27場 2場 6場 2場 1場 
 

251人 374人 292人 59人 374人 56人 215人 66人 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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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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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三) 

主持人 郭廸賢教授—逢甲大學 

  謝謝理事長，我們知道了儲互社是先由民間的儲互社開始，後來才有政府介

入，所以它是由民間自動自發的來做這件事情，只是這件事情的持久性跟長遠性，

還有擴大性值得我們繼續再努力。主持人有個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使會議流程如

期結束，還好因為我們接下來還有共同討論的時間，我們再一起討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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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花東地區發展條例》於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由總統公布施行。條列雖然

僅有 13 條條文，卻給花東地區的居民帶來很高的期待，希望藉由花東地區發展

條列的實施，帶動花東地區的發展，擺脫長期處於邊陲、相對落後的困境（王鴻

濬，2013, pp. 38-39）。行政院為推動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及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特

設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小組召集人由院長指派政務委員兼任，副召集人由國

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推動小組之幕僚作業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中央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協辦7。 

國發會依據「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的擬定，以區域之永續發展為上

位指導原則，並強調環境、經濟與社會永續的結合，提出花東地區產業空間發展

藍圖，以花東地區產業六級化方案，引導花東產業適地域、適性質的發展模式，

提升產業發展能量，並透過資源整合，創造優質的產業發展環境，促進地方社會

經濟發展。 

面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深化的影響，造成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分配不均，

以及衍生的環境不正義的問題，本文提出花東地區六級化產業發展理論論述，並

回顧日本發展產業六級化的背景及方法、花東地區發展課題，以及花東地區在建

構六級化產業的過程中，強調以「永續理念」、「合作過程」、「共享經驗與成果」

等核心價值的重要性。花東地區產業六級化的推動過程中，需要以新思維建立具

有特色的地方經濟體系，同時解決社會發展的諸多困境，而社會企業或合作社企

業，乃至於青年創業與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輔導，都是我們非常關切的實踐方式。

本文嘗試以花東地區發展比較完整的儲蓄互助社，以「花蓮縣春德儲蓄互助社」

為對象8，做為合作事業發展產業六級化的探討對象，希望能架構花東地區產業

六級化發展應用的範例。 

 

 

 

 

                                              
7
 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目前小組召集人為政務委員兼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

員杜紫軍。 
8
 儲蓄互助社可以建立經濟弱勢家庭的資產累積，為協助其資產脫貧的重要手段。短期之社會救

助以救助低收入戶的最低生活消費，難以真正的脫離貧窮（張英陣，2014, pp. 16-31）。選擇

春德儲蓄互助社為範例，為侯阿金主任的建議。，以最近將實施的兩個方案為例，探討擴大儲

蓄互助社的服務範圍，與產業六級化發展模式類似；強調永續理念，注重合作過程，並分享經

驗與成果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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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產業六級化 

一、以農業為基礎的六級化產業 

「六級產業化」源起於日本，由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今村奈良於 1990 年代中

期的研究中所提出（李秉璋、楊玉婷，2013, pp. 19-20）。今村的研究發現，日本

農業的一級產業，經過加工（二級）、販售（三級）到消費者，產品所獲得的利

潤，大都為農業以外的部門所獲取。因此，為了提高農業生產的附加價值，就必

須把接續的二級、三級產業納入，並提高農業發展的主體性。他所提出的六級產

業化，主要針對農業各部門而言；以農業為基礎，建立一個可以使用農業生產為

主體的六級化產業。近年來，日本的農業在面臨農夫高齡化、進口糧食過多等種

種困境下，提出了許多活化概念，其中之一就是「六級產業化」。六級產業化的

目的，在於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價值，而所謂的六級，就是一級產業（生產、栽培）

X（乘）二級產業（加工）X（乘）三級產業（物流、販賣、資訊、觀光）合稱

起來就稱為「六級產業化」。六級化產業是 1 乘 2 乘 3 的概念，而非 1 加 2 加 3

的概念，因為沒有農業生產，六級化產業無從建立。 

日本政府為了進一步落實六級產業化的概念，於 2010 年 12 月 3 日公布「六

級產業法」9。該法分為 3 章 50 條條文。第一章為立法之目的。立法目的在於鼓

勵農林漁業者有效的利用所有的資源，開創新的事業，以振興農業產業，活化農、

山、漁村經濟，提高糧食自給率。第二章為支援六級產業化的相關措施的制訂與

輔導。包含提出綜合化事業計畫，與研發及成果利用事業計畫。第三章為促進地

區農業產品的利用，制訂「地產地消」的措施，強化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連結

（陳依文等，2012a）。 

產業六級化政策訴求於多重目標的達成，希望同時解決發展上的困境；包含

可以活化農、山、漁村經濟、解決農村就業困難與老齡化的社會問題，以及解決

日本糧食自給率提高的國安問題。當然，立法給予政策推動強有力的支持，訂定

具體目標也極為重要。然而，靈活的策略應用；例如:六級化產業基金的支持體

系、合作網絡，地產地消的政策指導，以及建立消費者信心的產銷履歷等，都是

成功的重要關鍵（陳依文等，2012b, pp. 81-87）。 

 

 

                                              
9
 六級產業化法全名「農林漁業者活用地區資源開創出新的事業以及促進地區農林漁產物的利用  

之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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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產業六級化發展經驗 

和歌山縣位在日本本島的最南端，氣候較其他區域溫暖，當地以盛產柑橘及

柚子聞名。在一次拜訪古座川町的機會中，喝到了當地產的柚子果汁，微酸微甜

的清爽口感讓人印象深刻，後來每每在市場賣店想要找到這款柚子果汁，卻總是

遍尋不著，後來才知道這是只有在古座川町當地旅館，以及農會販售的「限定商

品」。靠著產業六級化的推動，政府的補助，在古座川町建了一間柚子加工廠。

鄰近的柚子農家把所生產的新鮮柚子送來製成各種柚子產品，取名「柚香」，除

了果汁外，還有食用醋、果凍、柚子茶、沙拉醬等等，甚至還做成了肥皂，品項

之多元讓人大開眼界。 

現以簡單的例子進一步解釋產業六級化:日本有吃蕎麥麵的習慣，農家種植

蕎麥後，邀請對於蕎麥麵生產過程有興趣的民眾一起來體驗蕎麥麵的生產過程:

從挽起袖子，從蕎麥田中摘取麥粒開始，到研磨蕎麥粉，最後揉製麥粉成蕎麥麵。

從食材的生產、製造到烹調的整個過程，就是六級產業化的方法:種植蕎麥是生

產階段的一級產業，蕎麥粉的研磨製作加工則是二級產業，以蕎麥粉製作出蕎麥

麵，之後烹調食用蕎麥麵的食用體驗就稱為三級產業。 

在日本並非所有區域的農產品能一次達成上述六級產業的理想狀態。許多地

方的農業生產往往長期把重心放在一級農業生產或二級農產品加工上，日本推行

的「一村一品運動」就是以這樣的理念開始，每個地方提出一樣當地盛產的農產

品或加工商品，並且以在地品牌進行推廣，著重的是各種商品化的技術，例如:

包裝、保鮮、設計、認證制度等等。生產牛奶的酪農家，利用牛奶製造出起司和

優酪乳，在地的農會再把這些乳製品加以包裝，成為可以代表在地的品牌，是可

以增加農產品附加價值的方式。 

在確立在地品牌商品成功之後，才著手推出各種形式的三級產業活動，以多

元的行銷管道，增加消費者認識農產品及生產過程的機會（直接向農夫購買、農

田認養、農事體驗等等），提升消費者支持農業生產的意願，就是三級產業中所

著重的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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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花東地區發展課題 

我們從文獻、統計資料上，可以知道花東地區的一些發展情勢10。在 1980

年代，政府為了平衡東部的發展，提出「產業東移」的政策，決定東部優先發展

水泥、石材與寶石等工業，以強化花東地區的開發與發展。當時花東石材產值約

佔全國 7 至 8 成左右，然而，近年來，受其他國家石材業者的低價競爭，產值由

1998 年的 150 億，逐漸下滑至 2009 年的 59 億11，石材產業已成為夕陽產業。 

大約從 1990 年代開始，政府開始推動東部地區的觀光，同時也進行東部地

區交通路網的改善。1998 年花蓮、台東兩地主要遊憩據點旅客人次為 400 萬人

次，到了 2013 年達到 1600 萬人次，15 年間成長了 4 倍12，近年來，因為本國遊

客與大陸遊客與國際遊客的增加，觀光遊憩產業成為花東兩縣施政的共同重點。 

在有機農業種植面積上，2004 年面積約為 500 公頃，到了 2013 年達到 1894

公頃，有機農戶也從兩百多戶到達約近八百戶之多13，花東兩地有機農業面積，

在十年間成長約 3.8 倍，且其面積約佔全國有機農業面積 30％以上，而有機農戶

戶數的成長也隨面積增加而同比例成長。 

當然，花東地區的發展也受到許多因素的限制。因地處偏遠，交通運輸的限

制、產品成本墊高，以及行銷通路不足、亮點資源串連不足、欠缺關鍵技術人力

等（行政院國發會，2014, pp. 5-7）。上述結構上的原因，導致花東地區在就業機

會、家庭收支以及相關性的老齡人口比例，都為全國最為劣勢之區域。依據行政

院主計處 10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的初步結果，花東地區（包含花蓮縣、台東縣）

之場所單位數為 27,292 家，約占全國 1,244,338 家之 2.19％。101 年老齡人口比

率:台灣地區 11.5％，花蓮縣 12.94％，，台東縣 13.47％。101 年每戶全年性經常

收入指標，花東兩縣約為全國平均之 80％與 70％14。花東地區受到先天結構影

響，人口增加率早已為負成長、快速的高齡化人口結構，產業不振，家庭就業人

數偏低，導致家庭收入偏低，支出偏向保守。 

展望未來，我們診斷花東發展的趨勢，也預見可能的發展機會。交通運輸限

制將隨著東部鐵路電氣化、蘇花改、南迴公路計畫完成而逐步改善。產品行銷與

通路不足與產業規模（規模經濟）有關，而亮點資源串連涉及空間發展均衡，與

                                              
10
 本段內容主要引自：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花東產業六級化發展方案。 

11
 12年間的石材進出口趨勢變動不大，產值受到影響主因為受到內需市場衰退的影響。參考財

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之「石材產業發展趨勢圖、表」。 
12
 參考交通部觀光局「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次月別統計」。921 地震、開放陸客與開放

陸客自由行為遊客人次成長的重要因素。 
13
 參考農委會農糧署「有機農戶及面積統計」。 

14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行政院主計處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3213&CtNode=3504&mp=1。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3213&CtNode=350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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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多樣性與垂直整合（範疇經濟）有關。人力資源的流動性高，與本地就業機

會、技術人力對發展前景的期待有關。 

上述限制對花東地區發展是挑戰，但也是機會。例如:規劃思維的改變將引

進社會創新的原動力，使用產業六級化的發展模式，可能解決花東地區經濟發展

的困境，合作事業為主體的操作方法，將可提高社會經濟在花東地區實踐的可能

性。近幾年，許來許多理論也指向發展新自由主義經濟與強化地方性組織發展的

重要性（孫炳焱，2014, pp. 7-15）。日本 311 災難後，發展出「新社會經濟制度」；

強調社會互助合作的重要性，以合作社企業模式，創造就業、改善所得，建立社

會資本的累積（梁玲菁，2013, pp. 23-25）。這些創新的想法與作法將可協助花東

產業六級化在實踐中的重要參考。 

肆、產業六級化的理論基礎 

產業六級化的規劃需符合花東永續發展的策略目標，使花東地區之環境、經

濟與社會發展同時完成於一役。在永續經濟發展上，以促進經濟自主性之在地經

濟組織為對象，宣傳合作事業的重要性。在永續社會發展上，尋求多元社會族群

在發展機會上的均等，以及多元文化上的保存，強調文化創意產業在本地的意義。

在永續環境上，維持花東地區高品質的生活環境，推廣友善土地的耕作方式，結

合體驗、學習性產業在花東地區的優勢。 

花東地區產業六級化產業的發展理論有關於生態、文化的空間尺度概念，以

及區域經濟體系運作的模式，分述如後: 

一、六級化產業的生態、文化空間 

花東地區產業六級化的空間概念為跨越現有之行政區域界線，為總體發展或

廣域行政的組織概念。而產業六級化的區域治理是在既有的地方層級，由下而上

的組織發展。治理的主要目的為:因應經濟發展、自然生態維護、人文特色而形

塑有特定功能的組織或機制（李長宴、詹立煒，2006， pp. 7-8）。因此，產業六

級化的空間概念可以解釋為區域特色之生態空間；一個生態村（eco-town， 

eco-village）或人類生態體系（human ecosystem）的實體空間（生態空間），必須

構築在生態環境的完整性、社群同質性與與異質性的合作基礎上。在這個空間尺

度上，既可滿足生產效能，產出經濟利益，在環境發展上，可以保留人文與自然

地景交錯獨立的生態體系，在生活上，可以完整呈現社會文化、休閒、價值、理

想、尊嚴等生命內涵的重要體驗（王鴻濬，2013， pp. 41-42）。 

在花東實踐場域上，地方層級組織的有機連結，除了因為文化因素、自然環

境因素，或經濟因素，都具有同時兼顧社會公益價值的取向，以合作事業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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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為達成有機鏈結的重要策略。因此，產業六級化的空間概念，一為地方實

體空間的發展，另一為虛擬社會空間的創造，其發展的空間模式，將於下一節詳

細介紹。 

二、六級化產業的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 15指在給定的技術水準下，隨著規模擴大（產

量增加），長期平均成本（單位產出成本）呈現遞減的現象。在一定的產量範圍

內，因為固定成本變化不大，新增產量可以分攤一些固定成本，從而使平均成本

下降。例如某雜誌社發行一本雜誌，若印刷 100 份需要 8 萬元的成本，然 1000

份可能只需要 10 萬元，每本雜誌的平均成本由 800 元降為 100 元。這是因為雜

誌出版的主要費用在於編輯與設計，這是不論印刷多少冊數都是必須的支出，印

刷份數越多這些成本就被分攤了。另外，因為機器及設備有不可分割性，大量生

產方便一貫作業與採用生產效率較高的器材設備；大量購買原物料可能也有較高

的折價空間；銷售量夠大也能分攤廣告行銷費用等固定支出，因此大型企業由於

能夠有效分配各項生產資源，故能享有生產優勢，這也是在 20 世紀企業透過併

購追求規模日大的主要原因。 

關於規模經濟在花東現場的應用，可以考慮的是稻米等作物、乳牛、養蜂等

產銷班、或是蔬果銷售平台的成立，利用相似補充性資源的小農結盟，降低生產

與銷售成本、分擔風險與擴大市場影響力，以促使農業資源整合，提高農業經營

效率。目前花東小農生產多與農會或糧商簽訂契作，雖能確保穩定收入但常有低

價收購的無奈。若小農集結生產銷售，能經由農業產銷班的成立，則可以推動農

業產銷的規模化。例稻米產銷班由碾米廠、倉庫、冷藏庫等設施的建置與共同使

用，享有購買種苗、肥料資材共同採購的優惠，從育苗及後續的田間管理等生產

過程的互助分工，到收割、冷藏、碾製、儲存、加工、包裝出貨、配銷通路等專

業流程掌控，甚而土壤重金屬、灌溉水質和多重農藥殘留等確保品質認證成本的

分攤，都可因規模經濟的專業化而獲得顯著的經濟利益。富里鄉的銀川農場的有

機米產銷班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典範。16 

 

 

 

                                              
15
 參考陳正倉、林惠玲，2013。 

16
 參考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2014.〈農信寶推動精緻農業的強力後盾：十大經典好米得

主—陳燕卿夫婦〉。銀川永續農場，2015.〈銀川的故事〉。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99%B3%E6%AD%A3%E5%80%89%E3%80%81%E6%9E%97%E6%83%A0%E7%8E%B2&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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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級化產業的範疇經濟 

範疇經濟 (economies of scope) 17指企業通過擴大經營範圍，增加產品種類

（同時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產品或勞務）而引起的單位成本的降低，此時成本

比分別由專業廠商生產的成本更為低廉的現象。一般而言，當產品、市場或製造

設備具有相似性時，廠商會想由同一核心專長出發，從而延伸到生產相關程度仍

高的多元化產品，因財務會計、行銷資源的分享，得以降低各項生產成本、提高

經濟效益，範疇經濟因此成為企業採取多角化經營策略的理論依據。 

若以統一流通次集團為例18，此流通業集團以統一超商為首，跨足且密切整

合零售與物流業上下游，旗下企業包括統一武藏野鮮食製造廠、7-ELEVEn 等店

舖販賣、博客來網路書店無店舖銷售、捷盟行銷與宅急便等物流、以及統一資訊

各式後勤支援產業。各公司利用統一超商的資源，在人力資源、財務、採購、稽

核、法務與資訊系統上共同合作，節省許多後勤成本。除了上述的成本優勢（與

規模經濟類似），範疇經濟會形成競爭優勢更重要的原因是多樣性能的產品互為

支援，在企業內部建立的行銷平臺上，子公司利用相同管道採用與銷售其它子公

司的產品。如台灣 3000 多家統一超商除銷售自家統一武藏野鮮食與統一加工食

品為大宗，採用自家宅急便運輸外，也是博客來網路訂購商品的取貨地點，關係

企業共享品牌效益與顧客忠誠度，也進一步利用企業已經形成的品牌優勢，為新

產品開拓市場。 

企業產業六級化亦是範疇經濟觀念的一種應用，花蓮壽豐鄉的立川漁場或可

稱為一個典範19。立川漁場養殖黃金蜆（一級農業），因水質純淨，生產的河蜆

品質優良，成為國內知名大廠蜆精原料的供應者，之後自行研發的綠川黃金蜆錠

也獲得衛生署護肝健康食品的驗證（二級加工業）。其間立川漁場也轉型為休閒

漁場（三級服務業），園區有黃金蜆與鮮魚風味的特色餐廳，還有讓顧客親身體

驗「摸蜊仔兼洗褲」的生態池，以及河蜆相關產品的賣場，以黃金蜆為主題結合

觀光、休閒、體驗活動，每年都吸引相當多的遊客。雖然立川的營業額中有八成

來自於二產的蜆精事業，一產的水產養殖和六產的體驗事業只各占一成，但也因

一產無毒及健康的品質堅持、與三產的黃金蜆風味餐與下水體驗，更能確保與促

銷高附加價值的二級生技產業的通路。上面所述都屬於企業內部的範疇經濟，今

日立川漁場更組合鄰近的契作戶，形成黃金蜆的群聚，這已是外部範疇經濟的概

念。 

                                              
17
 參考陳正倉、林惠玲，2013。 

18
 參考維基百科，2015.〈統一流通次集團〉。 

19
 參考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2014.〈黃金蜆的故鄉  花蓮立川漁場〉。 

http://wiki.mbalib.com/wiki/%E5%8D%95%E4%BD%8D%E6%88%90%E6%9C%AC
http://wiki.mbalib.com/wiki/%E5%A4%9A%E6%A0%B7%E5%8C%96%E7%BB%8F%E8%90%A5%E6%88%98%E7%95%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4%B8%80%E6%B5%81%E9%80%9A%E6%AC%A1%E9%9B%86%E5%9C%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4%B8%80%E8%B6%85%E5%95%86%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4%B8%80%E8%B6%85%E5%95%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5%AE%A2%E4%BE%86%E7%B6%B2%E8%B7%AF%E6%9B%B8%E5%BA%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5%E6%80%A5%E4%BE%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5%E6%80%A5%E4%BE%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5%AE%A2%E4%BE%86%E7%B6%B2%E8%B7%AF%E6%9B%B8%E5%BA%97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99%B3%E6%AD%A3%E5%80%89%E3%80%81%E6%9E%97%E6%83%A0%E7%8E%B2&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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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範疇經濟指一個地區集中了某項產業所需的人力、原材料和半成品供給、

銷售相關產業等環節，由單個企業專業化生產，多個企業分工協作、交流與溝通

引起成本節約，從而組成地方生產系統，使該地區在繼續發展這一產業比其他地

區具有更大的優勢。除了上述立川漁場形塑的黃金蜆群聚，微熱山丘鳳梨酥的「農

企業」也讓台灣快要消失的土鳳梨翻身，搖身一變成為高級經濟作物。微熱山丘
20土鳳梨的契作面積也遍及鄰近的南投、彰化、高雄、台東、嘉義等地，活絡家

鄉產業，也創造農村的就業機會。阿原手作肥皂21則與本土有機小農、原民藥草

部落、蜂農、帆布包工藝師傅合作，希望讓台灣傳統產業自產自銷能永續經營。

尤其，外部範疇經濟也涉及跨業聯盟，合作夥伴若是在資源上具有互補性，個別

夥伴所提供的資源具有專屬性，不易於夥伴的模仿或替代時，則聯盟的關係就愈

緊密。這類異業聯盟可能因為縱向或橫向資源的整合而降低成本，此外還可能因

客源變廣，市場觸角變多。例如旅行社、客運交通業者、旅館業者、遊樂區、禮

品店、休閒產業網路等上中下游業者，都可能因聯盟而客源變多，增加新的營收。 

在過去，廠商可以大量投資於某特定產品的生產、銷售、配銷通路等方式來

達到規模經濟，形成阻礙其他廠商進入的一個優勢。但是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的

興起，消費資訊的傳遞迅速，也因此「單一持久的競爭優勢已被連續短暫的競爭

優勢所取代」，使得單一產品生產的規模經濟優勢不再那麼重要，反而範疇經濟

的商業經營模式日益重要。因此，在適當的政策協助之下，花東地區形塑跨業合

作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六級化也得以預見有光明的前景。 

伍、花東地區產業六級化的發展模式 

一、空間模式 

產業六級化的空間發展分為實體區域空間與虛擬社會空間兩類型。核心單位

與單位之間的鏈結藉由人力、物質、貨幣、能量，以及資訊的流動達成。資訊的

流動如:訓練課程、分享工作坊、產品履歷、資訊平台建立等。能量與物質的流

動指單位間一級生產、二級與三級生產的單位間的物質流動，以及低碳之能量交

換與傳遞。貨幣流指單位間建立的現金流動與固定資本共享分擔，以及成立運作

基金。人力指單位間技術、勞務人力的流動與支援，包含合作事業之青年創業、

社會企業，以及單位間的換工制度等。 

                                              
20
 參考張瓊方， 2012.〈微熱山丘──八卦山麓的鳳梨酥傳奇〉。 

21
 參考陳怡伶，2012.〈江榮原：中年向後轉，肥皂帶來幸福商機〉。 

http://wiki.mbalib.com/wiki/%E5%8D%8A%E6%88%90%E5%93%81
javascript:openWindow('20480')
javascript:openWindow('20480')
javascript:openWindow('2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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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花東產業六級化的空間模式 

二、發展模式 

產業六級化之合作事業發展目標希望能夠達成事業體之經濟自主性、發展跨

域性、事業合作化、產業網絡化的目標。事業體同時具有兼顧社會公益價值的取

向。其發展歷程以「合作」為手段，以實現「社會經濟」企業體為理念目標，強

調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合作與分享關係的建立。 

因此，花東產業六級化的進程，以個體具有上述理念為基礎，發展為個體單

位間的契約合作，擴大為適當的規模經濟，再由契約合作進入策略合作，達到範

疇經濟的效果。一個以合作為基礎的社會經濟企業體，最終需要體現六級化產業

之合作事業的發展目標。其發展進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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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花東產業六級化事業體發展進程 

陸、花蓮縣春德儲蓄互助社 

花蓮縣春德儲蓄互助社，服務對象以花蓮縣玉里鎮春日與德武兩個原住民部

落為主，目前社員有三百多位，百分之九十以上為農民，現任社長為鄭德財先生。 

春德儲蓄互助社除了以社員儲蓄，互助社員之資產脫困，近年來，在儲蓄互

助社東區主任侯阿金先生的推進下，展開了兩個創新的方案，一則為擴大儲互社

的功能，規劃提供社員肥料、農藥等農業生產資材的共同購買服務，以服務範疇

的擴大，降低服務成本，直接回饋於農民社員。第二為準備 500 萬元的低利貸款

資金，協助農民脫離貸款年利率 20％的惡性循環，重建農民社員的財政自主，

回歸到資產脫困的目的。在長期發展策略上，要以社員為基礎，發展設置碾米、

包裝等加工設施，並自創品牌，行銷國內市場。 

一、農民社員生產現況 

農民在此地的農作生產以水稻為主，2 期耕作，全年無休耕，是花蓮縣的稻

米專業生產區。每位農民平均耕作面積約 1 至 2 公頃。稻米收割後，政府（農會）

對每個農民生產之稻穀，大約可收購產量之 20％至 40％左右，收購價係以農委

會公告之「計畫糧」或「公糧」價，以每包稻穀（100 斤等於 60 公斤）1560 元

收購，其他的稻穀，以「輔導糧」價，約 1480 元到 1400 元間賣給農會或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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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的稻穀銷售掌握在計畫收購的分配下，但收購金額往往無法反應到最後

銷售端的售價上22，收入僅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 

現在可能比較需要解決的部分就是，農民與米商的關係淵源太久遠了，可能

來自上一代就開始合作。我們把時間拉開來看，米商在外面房子一棟一棟的買，

車子從國民車一直換到高級進口車。同樣是住在這邊的人，我們的農民第二代還

在種田，我們一直想不透，為什們會這樣？ 

農民除了無法合理的分配到最終銷售端的「生產剩餘」所帶來的利潤，因而

無法提升農民的收入，在現金周轉上也常有一些困難。例如:小型貸款買肥料、

農藥、急需家用支出等，以現行的金融機構貸款業務來說，申辦手續繁雜，曠費

時日，早已不被一般小農所接受。甚至農民參加的儲蓄互助社可以有 7％， 8％

的貸款利率，小農也未必藉由此管道來進行貸款。 

農民說:方便阿，一通電話，兩萬塊，你人還沒有到的時候，那個老闆（米

商）已經給你準備一碗麵跟一碗米酒，那你到的時後只要簽個本票。結果本票一

簽，然後拿走兩萬塊，又有東西吃，變成一種習慣。儲蓄互助社規定一個星期審

查一次，運氣好的隔天就審查，運氣不好的，要等一個星期。但申請時，依規定

我們要詢問貸款的用途，小農覺得麻煩，因此他們還是願意以 20％的高利率，

去向米商借錢。 

貸款的問題也成為小農無法脫貧的另外一個因素。高額的貸款利率已經吃掉

稻穀販售的微薄利潤。我們試算:一甲地的投入成本，包含秧苗、肥料、農藥等

大約 8 萬元，一年後需給米商的利息 16,000 元。一甲地，一期產稻約有 100,000

斤，收購總金額約 15 萬元，扣除成本與借貸利息，農民一甲地的收入僅有 5 萬

4 千元，其中不包含在田間的勞動力投入，勞動力收入為零。樂天知命的小農說

務農是賺工資，事實上，其勞動的報酬卻遠低於目前政府制訂的基本工資的水

準。 

無法合理分配到「生產剩餘」的利潤，加上高利率借貸的惡性循環，造成農

民無法脫離較低收入，僅能維持溫飽的情況。從事農業工作，遠低於市場勞動報

酬，且工作辛苦，又具有風險性，農村沒有年輕人勞力投入，成為農業逐漸式微

的重要原因。 

 

                                              
22
 筆者對花蓮市大型超市之訪視觀察；已碾製完成之白米，小包裝一公斤售價介於 150元至 200

元之間。若稻穀碾製成白米，以 80％計算（扣除稻殼、粗糠），48 公斤白米（60公斤之 80％）

可售 7,200至 9,600元之間，遠高於農民之 1,400 元至 1,560。當然稻穀二次加工之脫殼、碾

製、包裝、儲存、運送配銷之成本並未計入。但也可顯示稻穀二級產業之附加價值高於一級產

業之生產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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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個資產脫困方案 

花蓮縣春德儲蓄互助社社長及幹部們有感於社員的困境，需擴大對社員的服

務，以擺脫資產貧窮的惡性循環，因此於去年的夏天開始啟動二個重要方案，協

助社員重建自主性的財務發展，我們稱之為資產脫困方案。 

第一為肥料的共同購買的特別專案；因為要大量購買，儲蓄互助社可以用較

低的售價賣給社員，一包肥料比現價少 30元。除此之外，沒有錢買肥料的社員，

儲蓄互助社以 5％年利率，或 0.146的月利率貸款給社員，每一戶可以貸款到 10

萬元23。 

第二專案為債務清償專案，協助社員處理外面債務的問題。 

我們先拿出 500萬元，後續還會有資金進來。目前社員還在觀望中，有人出

來借，相信就有後面的人跟進登記。貸款利率為 5.4％。 

三、產業六級化的發展 

花蓮縣春德儲蓄互助社的發展是多元化的，發展的脈絡從協助社員的稻米生

產，到加工，乃至於產品商標、進入市場，協助行銷。以儲蓄互助社的團體，社

員間互利的動機，發展區域型式的農業產業六級化，是一個值得期待的發展模

式。 

這個部分最主要的是貨源，這個是你們（指春德儲蓄互助社）要特別注意，

如果與行銷端建立了關係，這個關係的建立，大家要有一個默契。比如說，今天

要 100 包，你就要供應到位。第二個是品質不能胡亂，品質若亂了，你的招牌就

完了。我們現在想價格比較低的產量部分，把它改良一下，弄好一點，透過本身

的管道，銷售到台北。 

我們需要共同購買的儲貨區，社員臨時性的要求就可以滿足。這個需要儲蓄

互助社評估，要不要投資存貨場的設置。 

稻米銷售的部分還需要相關單位的幫忙。我們的專業在互助社資金的相互幫

忙，有關農藥我們不懂，就要找專業，加工的包裝脫殼，還有申請專利權的商標

等都需要其他人幫忙。 

花蓮縣儲蓄互助社的社務創新與突破，選擇由春德儲蓄互助社開始，有其原

因。 

                                              
23
 根據訪談內容紀錄，原來春德儲蓄互助社規劃的包含農藥共同採購，因為農藥販售需要有專職

人員，且必須有販售執照才可以，因此先實施肥料，下一個共同採購為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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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這裡為試點，為社長主動要求。幹部們認同共同採購以及貸款償清專案，

社長年輕好溝通，幹部們也都比較合作，是很重要的原因。比較其他區域的儲互

社，雖然也面臨相同問題，但社長們都是德高望重，新觀念的導入，需要一些時

間。如果春德這點的工作上軌道了，會繼續往 193 線上的鄰近互助社推廣。 

柒、結語 

在市場經濟的邏輯下，單一廠商藉由大量投資於某特定產品的生產、銷售、

配銷通路等方式來達到規模經濟，形成阻礙其他廠商進入的一個優勢。但是近年

來由於網際網路的興起，消費資訊的傳遞迅速，也因此「單一持久的競爭優勢已

被連續短暫的競爭優勢所取代」，使得單一產品生產的規模經濟優勢不再那麼重

要，反而範疇經濟的商業經營模式日益重要。因此，建構花東產業六級化的過程

中，需要有適當的政策協助，藉以形塑垂直整合及跨業合作的範例，具有地方特

色的產業六級化也得以預見有光明的前景。 

本文個案所探討的花蓮縣春德儲蓄互助社，雖然位於東海岸玉里鎮的春日里

與德武里，是花東地區的一小部分，但是社員農民面臨的農業問題卻是花東地區

普遍面臨的問題。我們樂見春德儲蓄互助社在東區儲蓄互助社侯主任以及春德鄭

社長的推動下，跨出實驗性的第一步，協助社員農民建構以農業為基礎的六級化

產業的發展。儲蓄互助社不但協助參與農民的資產脫困過程，也以社員團體的力

量，建構稻米產業的垂直整合；其中亦包含與各單位的合作關係的建立。以儲蓄

互助社的團體，社員間互利的動機，發展區域型式的農業產業六級化，是一個值

得期待的發展模式。 

花東產業六級化的推動，除了是花東地區經濟永續發展的一個機會，同時也

是環境保護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花東人文社會重建的重要工程。我們深信合作的

重要性，在新的社會規範形成過程中，養成現代公民社會的公民行為準則，藉由

信任、分享、合作的緊密關係，才能由底層的社會組織或機制，去承載規劃制度

的應然面。在實踐過程中，藉由共同學習、成長、規範、回饋的良性循環，開啟

東部永續發展的無限潛能與支撐力量。 

 

 

  



135 

 

參考文獻 

1.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行政院主計處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3213&CtNode=3504&mp=1 

2. 王鴻濬，好山好水有哀愁─論花東地區永續發展機會，台灣經濟論衡， 2013

年 7 月，頁 38-46 台北:行政院國發會。 

3.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 年，《花東產業六級化發展方案》。台北:行政

院國發會。 

4. 李秉璋、楊玉婷，日韓農業六級產業化之策略分析，植物種苗生技，2013

年，第 33 期，頁 19-25. 台北:農委會。 

5. 李長宴、詹立煒，中台灣區域發展之協調機制─形塑空間夥伴與區域治理之

行動策略，都市及區域治理，2006 年，紀俊臣編著，台北:五南。 

6. 孫炳焱，新自由主義經濟下的合作社運動，合作經濟，2014 年，第 122 期，

頁 7-15. 台北:中國合作學社。 

7.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黃金蜆的故鄉  花蓮立川漁場，2014/10/31，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story/7374/540986-%E9%BB%83%E9%87%91%

E8%9C%86%E7%9A%84%E6%95%85%E9%84%89%20%E8%8A%B

1%E8%93%AE%E7%AB%8B%E5%B7%9D%E6%BC%81%E5%A0%

B4。  

8. 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農信寶推動精緻農業的強力後盾:十大經典好

米得主—陳燕卿夫婦，2014/12/23，

http://www.acgf.org.tw/Story_A3_1_1.aspx?row_id=39。 

9. 張英陣，再論儲蓄互助社與經濟弱勢家庭的資產累積，合作經濟，2014 年，

第 122 期，頁 16-31， 台北:中國合作學社。 

10. 張瓊方，微熱山丘—八卦山麓的鳳梨酥傳奇，台灣光華雜誌，2012 年 7 月。

http://www.taiwan-pa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201270107100C.TXT

&table1=0&cur_page=1&distype=text。 

11. 梁玲菁，合作，解決自由化下貧窮的機制與思潮，合作經濟，2013 年，第

116 期，頁 15-30， 台北:中國合作學社。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3213&CtNode=3504&mp=1
http://udn.com/news/story/7374/540986-%E9%BB%83%E9%87%91%E8%9C%86%E7%9A%84%E6%95%85%E9%84%89%20%E8%8A%B1%E8%93%AE%E7%AB%8B%E5%B7%9D%E6%BC%81%E5%A0%B4
http://udn.com/news/story/7374/540986-%E9%BB%83%E9%87%91%E8%9C%86%E7%9A%84%E6%95%85%E9%84%89%20%E8%8A%B1%E8%93%AE%E7%AB%8B%E5%B7%9D%E6%BC%81%E5%A0%B4
http://udn.com/news/story/7374/540986-%E9%BB%83%E9%87%91%E8%9C%86%E7%9A%84%E6%95%85%E9%84%89%20%E8%8A%B1%E8%93%AE%E7%AB%8B%E5%B7%9D%E6%BC%81%E5%A0%B4
http://udn.com/news/story/7374/540986-%E9%BB%83%E9%87%91%E8%9C%86%E7%9A%84%E6%95%85%E9%84%89%20%E8%8A%B1%E8%93%AE%E7%AB%8B%E5%B7%9D%E6%BC%81%E5%A0%B4
http://www.acgf.org.tw/Story_A3_1_1.aspx?row_id=39
http://www.taiwan-pa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201270107100C.TXT&table1=0&cur_page=1&distype=text
http://www.taiwan-pa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201270107100C.TXT&table1=0&cur_page=1&distype=text


136 

 

12. 陳正倉、林惠玲，個體經濟學，2013年，台北:雙葉書廊。 

13. 陳依文、周妙芳、沈杏怡、王玉真、劉力嘉，日本六級產業化政策及其對我

國施政之啟示（上），農政與農情，2012a，238，頁 1-12. 台北:行政院農委

會。 

14. 陳依文、周妙芳、沈杏怡、王玉真、劉力嘉，日本六級產業化政策及其對我

國施政之啟示（下），農政與農情，2012b，239:81-87. 台北:行政院農委會。 

15. 陳怡伶，江榮原:中年向後轉，肥皂帶來幸福商機，Cheers 雜誌，2012 年，

111 期，2012/11/26 。http://m.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5036。 

16. 農村計畫學，日本農業農村工學會。 

古座川ゆず平井の里 http://www.yuzusato.jp/index.html  

17. 維 基 百 科 ，〈 統 一 流 通 次 集 團 〉。 2015/1/25 版 本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4%B8%80%E6%B5%81%E9%8

0%9A%E6%AC%A1%E9%9B%86%E5%9C%98。 

18. 銀 川 永 續 農 場 ， 2015 年 〈 銀 川 的 故 事 〉 。

http://www.organic-rice.com.tw/menu.php?m_id=9&root=1。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99%B3%E6%AD%A3%E5%80%89%E3%80%81%E6%9E%97%E6%83%A0%E7%8E%B2&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twinleef
http://www.yuzusato.jp/index.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4%B8%80%E6%B5%81%E9%80%9A%E6%AC%A1%E9%9B%86%E5%9C%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4%B8%80%E6%B5%81%E9%80%9A%E6%AC%A1%E9%9B%86%E5%9C%98
http://www.organic-rice.com.tw/menu.php?m_id=9&root=1


137 

 

與談〈合作事業在花東產業六級化之應用〉一文 

 
與談人:官大偉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本文作者從產業六級化的的理論出發，以花東地區為背景，指出花東地區

所遭遇的發展課題，並以阿美族原住民組成之春德儲蓄互助社為研究案例，探討

其組成的過程、社員現況、進行中的計畫和展望。經由實際案例的分析，本文之

研究認為，合作事業有助於農民的脫貧，並有助於以農業為基礎，形成六級化之

產業發展。 

    花東地區是台灣具有特殊人文與自然環境特色的區域，在人口上有約三分之

一的人口屬於原住民族，並且有相當大的面積屬於原住民鄉和原住民傳統領域的

範圍之內，本文之研究對於探討花東地區之發展而言有重要的意義。原住民族長

期和土地互動發展出的人地關係與生態知識，以及遭遇殖民剝削與現代化適應過

程產生的議題，都提醒我們必須避免侷限於主流社會的發展觀點，從原住民社會

的歷史文化脈絡來理解當代原住民社會的處境，尋找原住民社會發展的方向。 

    以本文之研究所探討的對象—阿美族為例，阿美族人為原住民族中人口最多、

分布也最廣的一族，在「阿美族」這個現代分類內部，其實也存在著相當區域的、

人群的差異性，但基本上，大部分阿美族人所居住的位置，因為日治時期被劃分

在一般行政區內，並未劃有「蕃人所要地」（也就是戰後原住民保留地的前身），

因此發生許多土地遭國家資本主義侵佔的狀況，對於傳統的生計生活產生重大衝

擊，這也是戰後阿美族人在 1960 年代開始大量移民至都會區的遠因。另一方面，

阿美族人的年齡階層與部落不斷裂解和連合的文化特性，使得阿美族人保有相當

的內聚力及拓展的能力。都會區的河岸部落展現的生態知識與經濟模式，以及都

會區的阿美族與原鄉間的連結，都是很明顯的例子。 

    因此，本文之研究所觀察之合作社，確實是一個思考原住民及花東產業發展

的一個關鍵切入點，本文透過深度訪談內容的呈現，貼近了合作社社員的觀點並

使我們看到經濟生活的日常細節，這使得本文之研究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未來

若能持續研究，並從部落內部的年齡階層等社會組織看到人際互動的文化特質、

從部落及其傳統領域看到生產模式多樣性和可能性、從原鄉和都會族人的連結看

到區域和區域間的發展關係，相信可以展開更大的格局，相當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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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經濟六次產業互補性發展機制 
 

與談人:梁玲菁 理事長 

中國合作學社 
 

壹、問題的重要性 

檢視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從生產、消費、交換以及分配，包括開發中國

家與已開發國家有如下的瓶頸: 

一、財團經濟營利過度，社會貧富差距問題威脅勞動者工作權、微型企業、

中小企業再造機會； 

二、地球暖化與自然環境破壞、生物多樣性不平衡與核污染有害物質之累積，

危害到國民社會生活與經濟秩序； 

三、金融資本過度追求利潤第一，凸顯出市場經濟的有限性與金融危機的不

安定； 

四、國際政治力量、耗竭性資源之壟斷與浪費、水資源與糧食不足，造成產

業失利、可耕地廢棄面積加大、農民所得以及農村經濟惡化。 

貳、 發展社會經濟的實質價值超越市場價值 

解決上述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與問題，歐盟主張以社會經濟與連帶經濟(梁

玲菁，2003)，有以下五個主張:土地環境永續問題、弱勢地區經濟開發問題、人

性關懷與勞動者尊嚴問題、解決貧富不均/失業所造成的社會問題、組織的會員

以民主管理，共同決定經營的所得分配與未來投資的方向。 

因此轉換思維，別於資本主義在關懷勞工、弱勢者方面，反剝削經濟，以團

結互助方式追求人的平等與民主，展現在分配制度、所有權、參與權。發展社會

經濟的實質價值超越市場價值從以下方法漸進:1. 關心人民、在地住民，2.地區

社會人們的互動，3. 找尋自己的方向 4.獲取知識、能力建構，5.民主自治、管

理自己的事業。 

在普及社會經濟活動歷程中，尚需以下的助力:1.專業技能、技術---願景實踐

組織 2.陪伴制度--培植當地人力、能力，3.信任建構 。 

日本社會重新以互助合作的價值，建立「新社會經濟制度」，強調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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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優先建立「社會倫理投資組織」，即「合作社企業模式」，在平和時期，兼

顧地球暖化與自然環境，從事於金融、消費、農業和勞動等專業事業，不以營利

為主要目的，社員互助合作、獨立自主經營、創造就業、改善所得，緩和社會貧

富差距問題；在災難危急時，發揮合作網絡的功能，協助國民社會生活與經濟秩

序恢復，脫離困境，並且以共同運動，促進法治機制的建立，落實關懷經濟理念，

具體呈現平民經濟開發的社會經濟倫理關係，有五個課題的確立:24 

一、建立人民與地區命運共同體的價值； 

二、確立社會的生產組織發展，尤其在農村地區，強調在地農業相關的合作

組織以有機方式、平衡物種生產； 

三、推動社會的計劃性共同購買運動，以消費計畫生產，維護國民健康、不

浪費資源而友善環境； 

四、促進企業與金融資本追求公共與協同利益，協助地方中小企業發展產業

經濟及創造就業機會； 

五、結合各種合作社網絡，提攜產業內與異業交流、城鄉交流、在地產銷交

流、跨區域產銷交流以實現社會的交換。 

參、 我們的課題 

國家經濟發展政策應以「安定國民生活秩序」為方向，發展核心價值在於創

造「住民與土地命運共同體永續價值」，政策主軸以「照顧生命、生活、生產、

生態『四生一體』的國民經濟發展」。針對整體國家「脫離貧窮」與「創造四生

一體的國民經濟發展」幫助人民，層次應提高至總統府與行政院高層、國家發展

委員會的共商制定。 

1.國家願景與經濟政策定位:「四生一體」的國民經濟發展  

2.城市願景與規劃方向:城市發展方向、社區自主性 

3.組織形態選擇與行動:公司營利與社會經濟企業 

4.人的思維信念與生活經濟選擇:關懷個人、社區、社會、環境、地球 

5.合作創業平台:技術資訊訓練連結    

6.合作發展基金:教育資訊研究傳播  

                                              
24
參考梁玲菁(2013)，〈聯合國‧台灣與國際合作社發展---解決貧窮的機制與思潮〉，新世紀文教基金 

會。梁玲菁（2011/12），〈微型與合作金融〉，《台灣金融的未來》，第七章，新台灣國策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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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台灣社會經濟六次產業互補性發展機制(參見圖 1) 

「台灣社會經濟六次產業互補性發展機制」的規劃不僅落實國際兩公約與

CEDAW 公約所主張的公平、自由、民主、平等，同時以憲法保障國民經濟發展，

獎勵與扶持合作事業發展，此外從長期合作社運動發展歷史的具體性，歸納出國

際合作社七大原則的經營管理，社會經濟六次產業互補性機制涵蓋以下發展: 

1.跨生活與生命產業發展: 有機農業與生命群體的照顧產業。 

2.跨世代學習與發展:婦女參與至學生學習、食安健康問題與學校員生消費合

作社，高齡照顧與住宅問題，合作社與生活教育、消費教育、民主教育等。 

3.跨城鄉、群體發展:尤其住宅問題的解決，從公有土地規劃，合作金融關懷

地區發展，提供微型融資，創造創業與就業。 

4.小規模、大鏈結發展:從個人、社員、合作社至社區的生命、生活事務，生

老病死，食衣住行育樂，人民的生活小事務，由自助互助連結，促進國家對國民

經濟發展的責任與使命，發揮「自益-互益-共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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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四) 

主持人 郭翡玉處長—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 

  謝謝梁老師很精彩、很熱切的與我們分享。她剛剛提到的四生一體的國民經

濟，或是社會經濟六次產業互補性發展模式，我想這部分梁老師其實幫我們把未

來要發展的架構都幫我們設計好了，我們後續會跟內政部還有相關部會一起努力。

我個人非常謝謝梁老師，他其實不斷的很有耐心耐力的教導我，過去的幾次開會

她真的是諄諄教誨，謝謝梁老師，還有謝謝今天的發表人以及與談人。今天本來

應該要有討論的時間，在茶敘後我們有綜合討論，若各位有問題我們在綜合座談

上一起討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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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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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 

陳志章副主任—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大家午安，大家下午好。明天就放假了，希望大家心情放輕鬆點。我代表內

政部感謝逢甲大學、中華民國各界慶祝第 93 屆合作社節籌備委員會、合作事業

協會、農糧署主任秘書還有所有夥伴，這麼關心合作事業議題。跟各位報告 102

年7月23日內政部的社會福利併到衛福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實質運作。

合作社法經過大家的努力終於通過了，從民國39年到現在實質上未有大幅修正。

本會期有五個法案送到立法院，有商業團體法、工業團體法、教育會法、合作社

法、儲蓄互助社法，這個會期除了工業團體法外，通過四個法案，成績算非常好。

其實在立法院可以五個法案通過四個都要歸功民間團體的幫忙。今天，我們研討

會的論文發表從平等的概念到食物安全、糧食安全、金融，再到平民銀行以及花

蓮的花東六級化產業，都是合作事業非常重要的議題，剛剛也聽到梁教授的報告，

聽到他的語氣裡的急切性。我們需要更多的策略來推動這樣的工作，我記得今年

在立法院還沒通過合作社法時，有很多的婦女團體、社會各界人士，組成參訪團

到各立法院黨團拜訪，給他們壓力，使的合作社法得以順利通過，然而我比較在

意的是下一步我們行動的方案、行動的策略是什麼？我們面對很多很多的問題，

會有不同的方法跟策略，我不喜歡亂槍打鳥，我也跟陳科長說我們可以找出幾個

主軸的發展方向，比如說剛剛講的員生消費合作社可以排除其不利發展條件。早

上也有教授特別提到，農業合作社跟消費合作社之間的合作作串聯是個重要的部

分，我也跟主婦聯盟談過高齡化社會來臨，推動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是我們的努

力方向，CEDAW 會議正在處理勞動合作社的稅務問題。另外還有一塊是金融權

的問題，你們可能不曉得我還管農民健康保險，農保的業務都在我身上，最近還

發生一件麻煩的事，叫往生互助會，每個人都說:「往生互助會跟儲蓄互助社是

一樣的，你們怎麼允許瓦歷斯‧貝林做，不允許我做。」但其實差異是很大的。

我聽過好幾個教授特別提過窮人難道就沒有享受金融權的權利嗎？農業有農業

金庫，原住民也想要原住民的金庫，我們有金管會在維護金融秩序，剛剛郭老師

講的「沒有錢萬萬不能」，沒有錢是非常痛苦的事，所以我推動平民銀行，利用

禮拜六禮拜天的時間走訪中彰投所有地區，儲互社的夥伴都知道，別人常誤以為

我們是詐騙集團，怎麼有這麼好的事，我存一千塊，政府也幫我存一千塊。每次

參加儲互社的活動，都在唱儲蓄互助歌，我都跟著他們唱，最重要的是脫貧且作

內部訓練與提升，這是核心價值。我覺得現在是最重要的關鍵時刻，跨領域的學

習是很重要的，我們合作事業跟農業有沒有關係？有關係，跟金融有沒有關係？

跟勞動有沒有關係？跟花東跟整個產業都有密切的關係，我已經要求科長把真正

有心要做的、跨領域的做一個統整，請大家跟我們來擬定行動的方案，把當前的

問題解決，我們要單點突破，一個一個把它處理掉，用技術性的跟戰略性的方法

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再次的感謝大家，其實我用一天的時間透過各位教授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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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灌頂，坦白講現在當公務員非常辛苦，能量都消耗在我們的行政作業上。所

以我花一天的時間把新的知識吸收進來，讓我更有氣力去處理合作事業，也希望

跟各位結盟，跟各位合作，跟各位學習，把我們的能量推動下去，好不好？在座

很多教授專家學者、主婦聯盟等，大家這麼有心，我們是否能在我們看得到的時

代，看到它的改變，謝謝大家。今天這麼多場的演講，大家發言的很踴躍，老師

講得慷慨激揚，現在讓大家先提問題，再請老師以及來賓來回應。謝謝。 

 

楊坤鋒主任—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我是代王永昌院長來發言，他請我代他發表一個意見，是剛才提到貧民銀行

的問題，他說孟加拉的作法與台灣不同，孟加拉是有貸款才會稱為社員，而且是

要擁有事業的，先有事業之後再貸款，而我們這邊是倒過來，是一定要先儲蓄成

為社員，然後再來扶助創業，所以這兩個做法剛好是相反的。他建議儲蓄互助社

有機會可以派會英語的人去孟加拉，因為孟加拉那邊已有許多美國、加拿大以及

歐洲國家派人去學習鄉村銀行的運作，所以希望儲蓄互助協會能夠差派一些人到

那邊去學習貧民銀行、鄉村銀行到底如何運作，以及如何配合台灣這邊的貧民銀

行，來做一個改進與策略上的變動，那以上是王院長所交代的話。第二是我想發

表的意見，我在這個月有帶學生去永靖台盛有機農場參訪，我問詹老闆他們現在

有機蔬菜有沒有再提供給國小的營養午餐，他回答說全新北市營養午餐的有機蔬

菜都是由台盛農場來提供的。所以我覺得的在農業上，到底消費合作社、員生消

費合作社跟所謂的農業合作社、農會系統這三個單位如何來做一個串聯？因為現

在食安問題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今天主婦聯盟主題也在這裡，尤其是營養午餐的

東西，我在去年有做過一個研究，很多營養午餐透過招標的方式，雖然招標他的

資格要通過 CAS 等等各種規範，但是生意人還是將本求利，很多東西還是可以

造假，新北市已經跨了一步，在食材上很多蔬菜是透過台盛有機農場來提供，至

少在食材上有了進一步的控管。我曾經在逢甲大學擔任過員生消費合作社理事主

席，我在當主席的時候每個禮拜進兩部卡車的有機蔬菜，提供我們學校的教職員

來購買，類似共同購買的形式，也是透過永靖鄉農會這邊供給我們有機蔬菜，之

後我沒當主席，通路就斷掉了。剛才談到的這個議題，我想今天蘇主任秘書也在

這裡，以後在農會系統還有農業合作社裡面聯合社的人也都在這裡，包括學校的

員生消費合作社跟營養午餐這一塊，如何來做一個連結。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議題，而且可以幫助到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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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茂祥主任秘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綜合座談還有各位與會的貴賓，大家午安。我想我同意楊主任講的，實際上，

在有機農業的一個發展下，我們也是要去逐步推動，優先來供應學童的營養午餐，

沒有錯，新北市農會是…新北市政府是跨出第一步，所以他要求他每週至少一餐

要供應有機的蔬菜。那另外，其他還強迫要求一定要供應吉園圃的蔬菜，吉園圃

的蔬菜也是等於安全的一個蔬菜，用藥都符合規定，我們農委會推動這一個相關

的蔬果，因為國人很關心蔬果的安全用藥，所以我們大概有一個認證的標章，那

大概目前，最嚴格，大家比較了解的是推動有機蔬菜，但是這個有機蔬菜在供應

上還有受到一些限制，規模還不是很大，我們也逐步地在推動，供應量比較大的

是吉園圃的蔬菜，那這些有標章認證過的蔬菜，實際上是等於完全保障的，而且

還可以追朔到消費者，那新北市政府在做…今年聽說台北市政府柯 P 市長上任以

後，最近才延議，後續可能…台北市政府也會去響應，未來會優先供應吉園圃或

是有機的蔬菜。那地方政府，苗栗跟花蓮縣政府都已經做了，要求供應營養午餐，

有有機跟吉園圃。那我希望有更多的縣市政府來響應，供應這些有經過有驗證過

有標章保證的蔬菜，優先來供應我們的學童午餐。那實際上還有一塊，農糧署在

學校的校園午餐裡面供應最大的是這個稻米，米的部分農糧署是用半價來供應我

們學校，學童所食用的稻米目前的價格是等於用公糧來供應，價格是一半，那這

一半的價差是由農糧署負擔，並不由教育部來負擔，雖然你我都沒說這筆錢應該

由教育部來負擔，那到目前都還是由農糧署來負擔，那目前所有學校所食用的米

飯的部分由農糧署來負擔，而且從去年開始我們也推動公益…學校的稻米我們都

用低溫的冷藏桶來儲存，我希望學童所吃到的米的品質是能夠保持新鮮而且是更

有健康的一個保障，所以大概在學童部分的供應，是目前有這個案例，另外是所

謂蔬菜，這個額外我要附帶講說…剛剛楊主任所提到的，像台盛農場，這個詹老

闆所經營的，那實際上他算是一個專業的農夫，他經營的規模也相當大，也很有

魄力很早就來從事有機農業的發展，那他從事有機農業，他必須投入很多設施，

一定…在這個季節，尤其像現在這個夏季，你要從事有機農業一定要用溫網室，

你一定要設置溫網室，那農糧署這幾年在有機的輔導裡面有很大的資金補助來設

置溫網室，直接給農民，那有很多農業合作社也都有參與這一塊，也就是說，他

個別設點需要溫網室都可以透過農糧署來申請溫網室的設置補助。那有機是需要

經過驗證的，所以它必須又驗證機關去驗證，那目前的驗證費用幾乎 80%的經費

也都是農糧署在補助，那我希望能把國內的有機面積能夠繼續的擴展，有機有法

規化，目前是由農管理事管理法在做規範，我們 96 年修法訂定法規，今年度，

我們目前正在聯立…台灣要比照其他國家一樣，我們現在在議定今年九月份要送

抱怨，我們要訂定有機農業的重要，我們更加擴大我們有機農業，所以，很多學

者專家關心這一塊，很關心國內有機農業的發展，所以，對照上次我記得在相同

的這個會議場所，楊主任也有邀請我參與這個的座談，包括主婦聯盟、包括很多

團體，大家都很關心國內有機農業的一個發展，在這邊也跟各位報告，國內有機

農業合作社在各縣市也是成立了好多個，尤其在花東地區，因為地理條件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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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它特別適合去推動有機農業，我看我們剛剛也有的主題，推動六級產業的

發展，在花東地區，國發會的一個很大的計畫，在這個計畫當中我們農糧署也有

參與，也有部分的經費是受到國發會的溢出，後續在有機農業的發展會特別關注

在國內花蓮跟台東，我們所謂的比較偏遠的兩個縣市，這兩個縣市在國內的有機

業績的比例相當大，那我們希望在花東地區能夠支持更多的原住民朋友在那邊發

展有機農業，能夠供應到更多的需求，以上我簡單的補充報告，謝謝。 

 

方珍玲主任—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主持人，各位教授，各位合作界的朋友大家好。我想表達一下我的三點想法，

剛才論文發表有提到跨領域合作這部分，我覺得這點是非常重要，尤其在跨領域

的合作中創新更是重要。在這幾年來， 「思維翻轉」的這個概念已逐漸發酵，

我們以前都說一級、二級與三級產業發展到現在是六級化產業，從六級化的角度

來看，我們原來是分別在一級、二級與三級產業各自發展，但這個部分現在要整

合在一起看，再者，以往是單純從一級產業往二級調升，然後再到三級，但現在

既然要年輕人要投入或進入這個領域，就要思考他們會用什麼樣的概念來看待，

他們不會從一級、二級這樣的路行進，年輕人可能會回過頭來從三級進入，再看

二級，最後才從事一級產業的發展。所以「思維翻轉」的概念可以呼應到剛才所

提出之三級產業中之品牌建立，這是非常重要的，但品牌建立卻是一條非常漫長

的路，需要有很多人來協助。這也呼應到剛才梁老師所說的陪伴這件事，我們在

提合作社發展的時候，人才相當重要，但要人才提升這個部份還是要有外力來做

一些協助，所以要有陪伴人員，但這些人從哪裡去找？有些可能是比較接近部落

的學者，也有些非常有興趣的人，這些學者或業者平常也都是關心合作社的發展

的人士，我認為可以由內政部來找這些願意陪伴合作社的人去提供一些協助，目

前像勞動部或是原民會都有像這樣的陪伴計劃，其實可以從這些社員的陪伴慢慢

建立行銷的網路或是品牌，這部分可能是我們要去思考的。第二點是有關農民貸

款的問題，為何農民在貸款時寧願走簡易的路而不要低利率？我們可以想像其實

時間也是一種成本，因為他們認為省下來的時間可以做更多事。現代人的思維和

以往已經不太一樣，所以我們在設計任何機制要從時間成本來去考量，讓使用者

覺得有效率。第三點，如果我們想要培養青年人成為合作社生力軍的話，其實青

年人要組成農業合作社是有困難的，因此我們必須要思考如何讓年輕人更方便、

更節省時間成本的制度及方法，把他們的創新帶進來，這是我在今天研討會上得

到的啟發，跟大家分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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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碧珍研究員—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本人謹代表台灣婦全會參與出席本會議。過去，婦運團體大都致力於性別及

婦女權益的維護爭取，較少觸及經濟領域，接觸合作事業理念是這兩年的事，因

此本人可說還在學習的階段，不過非常肯定合作互助的理念，也希望把這樣好的

經濟制度，引進到婦團之中，以協助解決婦女的貧窮問題。台灣婦全會因為推動

cedaw 公約的關係，而跨足關心婦女的合作經濟議題，在今年三月起的 cedaw 第

二次國家報告的系列回應會議上，也依此脈絡來監督遊說政府相關部門，要求以

政府中央的高度，整合解決合作事業碰到的各類困難。目前，政府的反應還不錯，

包括教育部、經濟部、財政部、勞動部、主計處都有所了解，甚至也有相對的良

好回應了。未來，對國內婦女合作事業的推展，相信應有不小助益。不同領域的

合作是非常必要的，五月份在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陳佳容科長的聯結

下，台灣婦全會及幾個關心合作經濟的婦女團體、社運團體，也有幸參與了「合

作社法」的修法，成功促成了立法院的三讀通過，甚是開心。未來，我們希望多

多引用合作互助的概念，來改善台灣婦女經濟參與的不良現狀處境。近期，我們

就有一場「合作共老，台灣能不能？」的老年照顧圓桌研議活動，將於 7/7 日在

台北召開，歡迎合作業界的專家伙伴們，一起來提供卓見，協助我們，運用合作

社的互助理念，為台灣的老年照顧找到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法。 

 

許秀嬌理事主席—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農業是國家的根本產業，政府應更重視農業的發展，解決農業的困境。目前

對縣市政府在堆動校園午餐選擇有機食材是值得肯定的政策。但是必須做好把關

的工作，否則所花的資源可能被浪費掉。王鴻濬老師發表的「合作事業在花東產

業六級化應用」的內容談到判協助農民共同購買農業資材品項，包括肥料、農藥

業，本人建議希望在花東好山好水的地區應朝有機農業的方向發展，如此不但能

保得有花東的好山好水，農業產值也比較高，且更有未來性。 

 

官大偉副教授—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回應主婦聯盟的伙伴關於花東地區應推行有機農業乙事之意見，從本人對原

鄉有機農業的觀察經驗來看，從慣行農業要轉向有機農業會有一定的門檻，因為

停用化學農藥、肥料，產量會減少，但要經過三年的觀察期才能取得認證，因此

收入會減少，此時合作事業/經濟/組織的支持對於能否熬過門檻的關鍵。因此合

作事業確實會對有機農業的推廣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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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玲菁理事長—中國合作學社 

  主席、吳秘書、楊主任還有方主任以及蘇秘書長，本人在這邊非常感謝籌備

處，像這樣開放的邀請各位來賓共同參與。首先，我先代郭斐玉處長向各位致歉，

因為她今天在逢甲已經開三個不同的會，所以必須先回辦公室處理公文。第二件

事情是，他聽到了有關合作事業的部分，他很願意作為協調的角色，剛剛婦女團

體也特別提到說，在 CEDAW 會議裡，國發會的出席率並不積極，他願意為這件

事做一個協調。一旦任何在花東地區推動的，凡是在推動中窒礙難行的，他都願

意做居中協調的角色。第三件事情，我們當初在去年 UN 審查，提出一個婦女合

作經濟，正如主席講的，我們是想搭 CEDAW 的便車，希望去鬆綁那些窒礙難行

的法規。所以 CEDAW 已經非常成形，從中央部會到地方政府，甚至於民間團體

可能都要遵守一些，我們只是藉這樣的列車，希望把合作之門打開來。日本所有

的財政投融資，台灣的中長期的資金發展問題的本質在哪裡?我們今天講過了，

傾向於高度營利的那個部分，非常的嚴重，所以孫教授今天特別講，我們如果一

直要求業務的開放，到最後我們的合作精神在哪裡？這一點大家務必謹記在心，

「邁向未來，莫忘初衷」這是老師告訴我的一件事。我先把剛剛的講完，「婦女

合作經濟」是我們的切入門，但我們希望打開「合作之門」。我認為今天的主題

設計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去年北京的 APEC 會議，今年五月份在新加坡 APEC

又再一次提出問題:中等收入國家如何跳脫出來，而成為高收入國家?它所延伸出

來的問題，就是一個國家內，中產階級貧窮化的問題該怎麼解決?所以合作之道

非常重要。我在上禮拜台灣 APEC 的推動議題小組裡提議，希望把今天介紹給大

家的「台灣社會經濟六次互補性產業」推動到 APEC 裡面去做。今天曾提到大陸，

大陸說我沒有經濟成長的問題，但有不協調、不平衡、不永續的問題，他們該如

何處理？答案是「合作經濟」。所以綠色經濟和合作經濟的走向非常重要。第二，

我想連我們內政部都還不知道。在禮拜一 6/22 行政院的 CEDAW 回應會議裡，

我沒有想到教育部能給我們這麼好的回應，剛剛何研究員還沒有講到，我在這邊

唸給大家聽:105 年要辦理高中社會科教師「合作經濟與性別議題」研討會。至少

我們有一個切入門讓高中教師來做研討。再者在 104-106 年間，要陸續完成將合

作經濟議題納入綱要研修。十二年國民教育基本教育綱領課程綱要研修，把「女

性與合作經濟」議題擺進去。這件事我們孫老師已經喊了二、三十年，要將這些

放進基本教育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得到這樣的回應，說實話是非常不簡單的，所

以我們是搭 CEDAW 這輛列車。除此之外，還向教育部要求，製作教材影片要拍

一下合作經濟的部分，像台南女中也有合作社影片，這一點和大家說明。至於花

東地區，我認為在原住民部落裡面的學校員生社推動會有困難度，因為它人數不

夠，所以我們是否有「跨校」成立消費合作社的可能性？現在透過 ICT 我們也

把經濟部拉進來說，你要提高我們整個合作界 ICT 的技術，所以未來思考看看，

因為這是花東地區可以做協調的，如果可以的話，現在有些學校沒有消費合作社

但可以透過跨校的方式加入，解決問題與推展。剛剛方主任有提到，怎麼讓青年

人更節省時間?我最近知道一個案例很感動，暨南大學的學生成立了一個叫做「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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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合作社」，他們想，怎麼樣幫助在地發展，也去認養農地，我想這是透過學校

的在地性和社區之間的關聯，這是很多國家正在推動的一件事，我們將來是不是

也可以推動？拜託方主任，從農業、農會各方面思考，共同幫合作社做更多跨界

的支持。我真的非常感謝大家，感謝各界的統籌以及支持，謝謝。 

 

吳榮杰秘書長—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各位共同主持人、各位在座的貴賓和先進專家: 大家好！我是中華民國合作

事業協會的祕書長，我本職是臺大農經系教授兼系主任，因為我也是慶祝合作社

節的籌備委員會的召集人，所以利用這個機會代表籌備團隊及所有主辦、協辦單

位謝謝大家，在百忙之中撥空來參加我們一年一度的合作社節研討會這個盛會，

更感謝大家從早上坐到現在。大家都非常重視一年一度的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

藉此研討會，我們聚集了合作事業相關的產官學先進專家們於一堂，針對合作事

業發展相關的議題的探討，包括學術性或實務性的議題。事實上這個研討會是籌

備委員會邀請很多學者專家經過好幾個月的籌備規劃，包括專題演講與各篇論文

議題的擬定、找到適當的人來撰稿、來擔任主持人、引言人…等等。很高興從早

上看到理事長及與會貴賓，包括次長、逢甲大學高副董事長及楊副校長，等人在

致詞中對合作社事業的鼓勵與支持；還有于教授在專題演講中對於合作社平等本

質的崇高理念與思維的精闢詮釋；然後接下來的四篇文章，包括合作事業在確保

糧食安全上扮演的角色與貢獻、國際合作金融制度的參考、儲蓄互助社運作的績

效，以及最後一篇合作事業在偏遠地區如何促進地方的發展，幫忙原住民朋友提

升生活水準…等，不論是主持、引言或與談都相當的精采。我相信大家都和我一

樣，從今天的研討會學到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啟示。我相信，也我希望，大

家透過這個研討會都能夠更堅定自己對合作社事業的信仰。我也發現，在這個社

會的各個角落，有很多善良的人，正默默地在為合作社事業的發展而努力。透過

這樣的研討會，我相信大家會更堅定自己的信念，也可以互相切磋，思考看看有

沒有具體的方法可以讓合作社事業更蓬勃發展。希望在合作社事業的基本原則下，

能夠喚起社會各界更多人對合作社事業的認同與支持。我相信在這個快速變遷的

時代，合作社事業的未來正面臨一個樂觀的發展契機。以往政府對於國內合作社

事業的發展所提供的協助並非相當積極，但是最近我們看到，除了內政部，還有

國發會、農委會、經濟部、原委會等很多相關的政府單位，在婦女或消費者等民

間團體的推動下，逐漸發現合作社事業是一個可以協助政府解決社會分配不均現

象或協助社會弱勢者的良好制度。在這個氛圍下，尤其是像梁教授等學者的努力

下，用心整合各界資源與力量來幫忙國內合作社事業的發展，讓我們看到了國內

合作社事業發展的曙光。其實，從每一期的合作社事業報導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國際間 ICA 及各國合作社組織正如火如荼蓬勃地推動各國及國際間合作社事業

的發展；相形之下，台灣合作社事業的發展確實起步比較晚，也比較遲緩。但是

我覺得我們正在趕上，所以大家不必悲觀，只要我們繼續堅持下去，合作社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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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發展應該是具備非常好的潛力。希望這樣的一個研討會對大家能有所幫

助。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每年由逢甲大學跟臺北大學輪流舉辦這個研討會，今年

輪到在逢甲大學舉行，我們可以看到逢甲大學動用很多的心力來辦這樣的研討會，

今天的研討會可以說是非常的圓滿順利。再次藉這個機會跟各個主辦及協辦單位，

尤其是逢甲大學，表達誠摯的謝意。更要謝謝大家，感謝各位貴賓的參與！是不

是給自己一個最熱烈的掌聲，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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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名單 

主持人、貴賓、發表人、與談人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許文富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理事長 

2  邱昌嶽 內政部 常務次長 

3  高承恕 逢甲大學 副董事長 

4  楊龍士 逢甲大學 副校長 

5  楊明憲 逢甲大學秘書處 秘書長 

6  于躍門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授 

7  吳肇展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授 

8  李桂秋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授 

9  洪志誠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經營管理學程 教授 

10  孫炳焱 臺北大學 名譽教授 

11  王傳慶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教授 

12  吳雪伶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教授 

13  黃啟瑞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教授 

14  王俊豪 全國農業金庫 獨立董事 

15  楊坤鋒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主任 

16  郭廸賢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授 

17  王永昌 中國文化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教授 

18  瓦歷斯．貝林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前理事長 

19  郭翡玉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 處長 

20  王鴻濬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教授 

21  官大偉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教授 

22  梁玲菁 中國合作學社 理事長 

23  陳志章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副主任 

24  蘇茂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主任秘書 

25  吳榮杰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秘書長 

26  方珍玲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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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陳佳容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長 

2  洪清泉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專員 

3  吳慧貞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視察 

4  曹昌浮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5  李幸津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科員 

6  蔡靜宜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約僱人員 

7  黃志立 台灣區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理事 

8  錢金瑞 臺灣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 執行長 

9  張森宇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總經理 

10  黃輔仁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秘書 

11  蔡文彬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組長 

12  歐美華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專員 

13  李玉琴 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 專員 

14  張慧雪 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 主任 

15  曾義順 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16  林聰銘 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 專員 

17  吳天登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理事長 

18  李清標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副理事長 

19  王永裕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秘書長 

20  洪哲雄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副秘書長 

21  侯阿金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區主任 

22  黃瑞宇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區主任 

23  謝天成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區主任 

24  張德仁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區主任 

25  翁文杏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理事 

26  廖光訓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監事 

27  康建民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行政組組長 

28  蘇玲如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行政組副組長 

29  廖仁祿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督導組組長 

30  繆文蔚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督導組副組長 

31  李美潤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專員 

32  楊月裡 鹿港信用合作社 總經理 

33  施輝雄 鹿港信用合作社 理事主席 

34  許秀嬌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理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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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吳梅相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常務理事 

36  邱彥玲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理事 

37  蔡美玲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監事 

38  張月瑩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社員 

39  王惠生 台南市第一漁權會漁業生產合作社 理事主席 

40  林銘勳 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 副總經理 

41  郝文正 基隆市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42  張堅華 台灣合作社聯合社 常務理事 

43  曹金佩 台灣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44  林重宏 台灣省蔗農消費合作社 理事主席 

45  施全福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 副總經理 

46  謝杰瓏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課長 

47  潘鈺釵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48  林麗淑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辦事員 

49  莊禮瑞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辦事員 

50  陳惠芬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辦事員 

51  劉國韻 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 辦事員 

52  呂明淇 良得節能合作社 專案經理 

53  許慧光 國立屏東大學 講師 

54  王仁癸 靜宜大學 講師 

55  胡洛強 國立空中大學 講師 

56  秋嬌娥  退休教師 

57  江志軍  退休教師 

58  楊人慶 台灣區居家服務勞動合作社 資訊師 

59  林哲彥 逢甲大學教務處 副教務長 

60  李珮琪 弘光科技大學 助教 

61  吳宜芳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62  丁秋芳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講師 

63  蘇海涵 荷比協會 理事 

64  王忠融 國立台灣大學 研究員 

65  王瓊枝 台中市台灣心會 理事長 

66  楊彩珍 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 顧問 

67  張淑娟   

68  劉文榮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授 

69  翟本瑞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授 

70  林瑞發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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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汪  浩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授 

72  江宜芳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教授 

73  賴宜君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助教 

74  黃思學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助教 

75  曾瑋渝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助教 

76  李怡萱 逢甲大學社會事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 助理 

77  蔡孟穎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助教 

78  林舒涵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79  郭晏君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80  彭巧鳳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81  張佳茂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82  謝宛諭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83  李欣庭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84  蔣博丞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85  陳儀鴻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86  廖軒宏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87  陳鈺涵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班 學生 

88  李誠睿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系學會 學生 

89  邱薏璉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系學會 學生 

90  蔡佩如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系學會 學生 

91  孔馨儀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系學會 學生 

92  賴姿涵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系學會 學生 

93  何嘉寧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系學會 學生 

94  翁子晴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系學會 學生 

95  楊馥瑜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系學會 學生 

96  呂昕諭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系學會 學生 

97  盧文皓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系學會 學生 

98  賴姿涵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系學會 學生 

99  葉子嘉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學生 

100  王方君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學生 

101  劉芳婷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學生 

102  郭佳昀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學生 

103  陳宇心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學生 

104  張佩婷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學生 

105  陳詩婷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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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黃薇蓁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學生 

107  李婉瑩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學生 

108  賴胤甄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學生 

109  張國珍 逢甲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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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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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富 理事長     

 
邱昌嶽 常務次長 

 

邱昌嶽 常務次長     

 
邱昌嶽 常務次長 

 

楊龍士 副校長     

 
邱昌嶽 常務次長 

 

高承恕 副董事長     

 
邱昌嶽 常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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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坤鋒 主任     

 
邱昌嶽 常務次長 

 

梁玲菁 理事長     

 
邱昌嶽 常務次長 

 

陳佳蓉 科長     

 
邱昌嶽 常務次長 

 

吳天登 理事長     

 
邱昌嶽 常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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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堅華 常務理事     

 
邱昌嶽 常務次長 

 

吳榮杰 秘書長     

 
邱昌嶽 常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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