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媽媽基金會之核心價值的創造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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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比較 

 
 1989年(無住屋運動發起) 2002年 

社經脈絡 ．市場游資過賸，房地產景

氣，房價飆漲 
．台灣剛解嚴，民間社會力

綻放 

．市場嚴重供過於求，台灣面

臨有史來最大的一波經濟景

氣低瀰 
．房地產持續低瀰已久，房價

持續下跌 
．政府多次推出優惠房貸政

策，鼓勵進場購屋 
．台灣民間社會力面臨瓶頸（政

治部門的收編、議題的轉化）

住宅議題的 
核心價值 

．有土斯有財 
．住者有其屋 

．多元化的住宅選擇 
．住者適其屋 

運動(組織)理念 ．打壓房價，管制房租 
．解決無住屋者的居住問題

．擴大、及健全租賃市場 
．居住品質的提昇 

運動實踐 ．從運動的過程爭取住宅權

益 
．從服務的過程推動住宅改革

社會角色 ．介乎社會部門與政治部門

間 
．與政治力的互動密切 

．介乎社會部門與經濟部門間

．與市場的互動較密切 

崔媽媽的功能 ．對抗惡質的租屋仲介 
．促進租屋資訊的透明化、

和快速流通 

．居住品質的提昇 
．促進租屋市場的擴大和健全

組織事務 ．街頭運動 
．對行住宅政策施壓 

．居住相關的服務（租屋、搬

家評鑑、義務法服、二手舊

貨） 
．弱勢租屋服務 
．社區營造 
．居住政策的研究及推動 

                                                 
*本文作者呂秉怡為崔媽媽基金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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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無住屋運動三大子部門分工表圖 

             無殼蝸牛運動 
               │ 
               ↓ 
   ┌───────────┼─────────────┐ 
   ↓           ↓             ↓ 
崔媽媽服務中心(TMM) 無住屋者團結組織(Snail) 都市改革組織(OURs) 
 
部門名稱 崔媽媽服務中心

(TMM) 
無住屋者團結組織

(Snail) 
都市改革組織

(OURs) 
定位/戰略 ．服務性部門 

．透過救國團式的軟

性服務過程爭取社

會的支持認同 
．打破租屋資訊為仲

介所壟斷的劣行 

．運動性部門 
．藉由抗爭的手法爭

取權益 
．打壓房價 
．針對政府施壓，以

解決住宅問題 

．政策智囊團 
．藉由學者專家專業

的研發，提供運動

的理論基礎 

組織對象 ．接受服務的房客／
房東 
．社區民眾 
．爭取從來不上街頭

者的支持和認同 

．住宅議題的受害者

．無住屋運動的支持

者 

．建築、都計、住宅

領域的學者、專業

者、學生 

組織事務 ．住宅資訊服務 
．社區動員網絡的建

立 

．街頭運動施壓 
．與政治部門的政策

對話 

．居住政策的研究、

倡導 
．建築規劃專業服務

組織事務

的特性 
．穩定經營、長期累

積 
．穩定性高 

．運動抗爭、組訓動

員 
．高度開創性、挑戰

性 

．政策研究、議題倡

導 
．專業性高，專業者

的整合 

 

．當初無住屋運動各個子部門分工、角色定位清楚，分工合作，構成完整的

運動分工體系。 

．隨著情勢的演變，運動母體的「無住屋結者團組織」之組織活力日漸消退，

子部門「都市改革組織」從關注土地、住宅政策轉化為以都市議題、社區

營造為主的運動團體。子部門「崔媽媽服務中心」承襲當初以義工團運作

方式從事租屋服務的部門分工，持續經營運作，並逐漸擴大居住的相關服

務；並透過穩定性的營運，提增對租屋市場的佔有率（已達大台北都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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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10％），扭轉現行租屋仲介市場的結構。 

．三個子部門各自獨立成三個組織，子部門各自獨立分家，致使成為三個組

織後，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缺，各子部門的發展特色均不相同。 

．由於子部門創設之初，「崔媽媽」義工團所建立的組織架構完整、運作制

度健全、資源基礎穩定，成為其組織發展的重要特色。然而，當初為了開

拓運動的另類支持者，「崔媽媽」以上班族、家庭主婦為主體的義工團、

及龐大租屋例行服務，造成了「崔媽媽」組織在運動性的限制。 

．由於「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的沈寂，子部門各自獨立分家，崔媽媽必須肩

負起以往不專擅的住宅政策的推動、及運動性事務的功能。 

■「崔媽媽」核心價值的實踐及轉化 

  以「崔媽媽」為例，比較三個階段核心價值的蛻變及轉化 

§【1989∼1992年】：住宅運動性格的崔媽媽 

．崔媽媽的社會意義：扮演台北都會租屋市場的關鍵性少數，促使市場導向

良性化發展 

．經營租屋資訊是為了對抗惡質的租屋仲介，促進租屋資訊的透明化、和快

速流通 

．讓崔媽媽生存為最大的課題：解決財務、核心人力、仲介技術的三大問題 

§【1993∼1998年】：核心價值的模索 

．無住屋運動的沈寂，子部門的獨立分家 

．有一陣子，被許多人視為“廉價的租屋仲介” 

．因經營租屋資訊服務的需要，組織運作累積了一批具服務性格、勞力密集

的工作人員、志工部份工作人員將「崔媽媽」當成是一份與組織理念可分

離的“工作”團體內部愉悅氛圍，因此志工由關心住宅議題社會性強烈的志

工轉化為“做善事”、“交朋友”類型的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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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1999 年蕭萬長的一仟伍佰億房貸的議題，崔媽媽的在住宅議題的社

會性才再度被重視。 

§【1999∼2002年】：透過居住服務改造社會的崔媽媽 

“★ 擴大和健全租屋市場”對運動的啟示 

  台灣房屋自有率高達八成（歐美先進國只佔六成） 

  進場購屋讓無屋者成為長年背負沈重房貸負擔的屋奴 

  “住者有其屋”的購屋邏輯鞏固了土地炒作的既得利益 

  “擴大和健全租屋市場”是可能破解土地炒作既得利益的一項罩門 

★政府將主要資源投入協助購屋，不斷降低購屋門檻，但終究有限，畢竟住

宅是相當昂貴的商品。而這麼做的另一層意義，則是鞏固高房價。換言之，

除非人們的住宅需求之滿足「只能」透過購屋來取得，不然購屋市場不會

永遠「不健全」。購屋門檻變成了階級的分水嶺，高房價換不到高品質，

中低收入者生活越來越艱難，水土在不斷的開發之下，破壞殆盡。只有土

地炒作者暗自將大把鈔票收進口袋裡，然後笑而不語。這負景象，可說是

過去幾十年來的台灣發展歷史的縮影，是黑金政權的統治基礎。 

★面對台灣社會特殊的土地利益集團（金權城市），與其和他們正面衝突，

悲劇收場，不如繞道而行，從後門溜進來。也就是朝向「擴大和健全租賃

市場」著手，畢竟這個領域的利益小，既得利益者不看在眼裡，也因此我

們才有機會。此視為崔媽媽的運動綱領。 

．崔媽媽現階段的任務：「擴大、及健全租賃市場」，把租屋／居住的上下游

服務做好，弄健全，居住品質的提昇 

  已有愈來愈多的租屋族願意選擇租屋終其一生 

  台灣加入WTO、納入世界體系之後，工作快速變動的特性，「租賃」有

助於增加彈性和競爭力。 

  台灣的租屋市場太小，不夠健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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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過程”也是在推動社會改革： 

  崔媽媽的居住服務長期在扮演市場中的關鍵性少數 

  租屋服務：讓過去劣質的小型租屋仲介無法生存 

  搬家評鑑：讓搬家市場進行寧靜的革命 

       崔媽媽帶著優良的搬家業者一起成長 

  崔媽媽執行優良搬家評鑑的社會影響力不亞於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

還有效 

★崔媽媽從服務過程來貫徹社會改造的核心價值： 

  ．有品質的租屋資訊提供（驗證、查核） 

  ．網站中各種的租屋手冊及權益文件，免費下載 

  ．義務性的租屋法律服務 

  ．都會區弱勢族群的租屋服務 

  ．租賃住宅政策的研究、住宅政策的倡導 

   （房屋租金抵扣所得稅、台北市國宅處的租賃政策研究案） 

  ．優良搬家評鑑、搬家政策的推動 

  ．未來的可能：二手舊貨的跳蚤市場（資源回收的惜福愛物精神、創造

NGOs社團收入、弱勢就業的社會福利工程…） 

  ．社區營造、公寓大廈服務提昇居住環境的品質 

  ．崔媽媽電子報（組織理念宣揚） 

  ．南方的活動托播（NGOs、尢其是社運團體缺乏活動訊息的傳播管道） 

   （崔媽媽網站的點選率高，提供一個活動介紹的好平台） 

   ..結合南方電子報、環境電子報、崔媽媽網站／電子報的三大通路 

．透過義工組訓、工作人員的訓練來提高組織核心價值的認同 

 (3)4-5



■附件：崔媽媽組織介紹的參考文章 

（一）永恆的崔媽媽／華昌宜（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十二年前，因為房價的飆漲而引發了一場台灣社會運動史上大概將不會

遺忘的無殼蝸牛運動。這其中，台大建城所同學們參與的角色是毋庸置疑

的。其後他們又延續擴大了訴求，而成立了城市改革聯盟，不時因應都市問

題而發揮抗爭運動精神。但照目前台灣社會發展的情勢看來，當年以實質環

境為議題的運動可說消沉，已難再受到社會上同樣的關聯和響應。但是另一

方面，當初在運動之餘可說是一項副產品的崔媽媽租屋服務迄今不但仍然存

在溫州街上靜靜地持續發光，而且在不斷擴展其業務，有望成為社區服務的

團體。 

  十年來崔媽媽所曾服務的房東房客總人數已超過五十萬人！並且藉助

租屋仲介，建立了可觀的資訊庫與廣大的市民網絡關係，提供了其它服務資

訊基礎與研究資源。其所以之有其如此成就，即在於其組織結合了明確而有

意義的任務、冷靜而奉獻的領導、與正確務實的資源創造與規劃管理。三者

缺一不可。 

  表面上看來，對租賃房屋的仲介原不是一個很起眼的服務目標，而在國

外尤期是一項完全可由市場擔負的業務。而在台灣自有其特殊意義，但為社

會與社會運動者所忽視。本來，現代都會生活結構中，從功能性角度而言，

應約有四成市民住於租賃住宅中，無關所得階層。此可從住宅市場發展健全

的歐美都市資料中查知。但是在台灣則不然。由於農業社會的遺風、以往都

市住宅飆漲增值的經驗、更由於租賃市場的未得正常發展，使得每家每戶，

無論負擔能力為何，均以擁屋自有為基本目標，結果導致了是住宅價格與租

金之不成比例的高昇，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扭曲與巨大浪費。在這種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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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媽媽原來成立的宗旨是在協助弱勢的租屋族，卻因情勢需要而承擔了一個

更有意義的任務：藉協助推動租賃市場進而改進都市功能。 

  這項任務之展開與崔媽媽今日之成就不能不歸功於一小群人的工作上

持續努力，將此項服務作為個人的志業，而將各種事務作統盤規劃與不斷改

進。現在很難想像，如果不是自始有這樣一群特殊人物，崔媽媽今天會是怎

樣的情況。但是可以想像的是，當年的任何一個理想極高、熱情洋溢的街頭

運動革命者，大概不會甘於常年夙夜匪懈地經營日常服務事項，扮演雞婆的

角色。但是十年後對社會貢獻的累積績效自有差別。 

  當然，崔媽媽的績效是奠基於能從服務中吸取資源，來強化組織，而更

進一步來擴展服務與資原。適宜的收費、適量的專職人員、與彈性的義工支

援，三者間之互動與調節乃是其成功的關鍵。這後面，也可說是應用了市場

與組織原理。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崔媽媽的故事裡學到許多東西，而這絕不祇是一個

租賃住宅仲介的成功案例，而是市場、組織、網路、福利、服務、理想、社

區、市民社會等等。崔媽不僅是一個非營利團體，而是一個值得注目的非政

府組織( NGO)。後者目前在世界各地大盛，形形色色。但是大多數不是僅存

活數年的泡沫組織，就是發展到一個階段後滯停不進。我邀請各地研究 NGO

的朋友們，請前來台灣拜訪瞭解崔媽媽，並祝福(其實是深信)崔媽媽將繼續

發揚進步，成為台灣的第一個民間自力發展而永恆常存的社區發展服務中

心。 

（二）拓深無殼蝸牛的爬痕--樂見崔媽媽轉型基金會／曾旭正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OURs 理事長） 

  據目前的了解，約在四十億年前地球上才開始出現生命，而人類成功的

出現則是近幾百萬年前的事。幾百萬年，看似很長的時間，但如果我們把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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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拉開，則幾百萬年也如一日的第一分鐘而已。【瑪雅】一書的作者給了我

們一個很動人的說法：從第一隻兩棲類爬上陸地的那一刻起，到人類這種生

物具備了描述那個事件的能力止，時間已經過了好幾億年。甚至，在宇宙大

爆炸發生一百五十億年之後，給它的掌聲才從人類這邊響起。 

  花了這麼長又這麼短的時間進化，人類在過程中也創造了很多東西，大

到一個城市大都會，小到對電子操控排出圖象，都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其中，

除了為數最多的可見物之外，人類也生產了許多看不見，但影響深遠的東

西，譬如知識、概念和組織。就組織而言，除了國家、企業這種原動力十足

的產物之外，非營利組織更是一種更值得關注，充滿了創造力的人造物。十

年來，崔媽媽對台灣社會的重要貢獻，除了真實服務了數十萬人之外，更值

得看重的是，就是她建立了一種「組織」模式。 

  上一個世紀末，無殼蝸牛運動在台灣帶起一段社會運動風潮，開啟了幽

默的街頭運動形式，也局部地的突顯了住宅與都市問題。後來，無殼蝸牛運

動消沈了，但因著無殼蝸牛而誕生的「崔媽媽服務中心」，並未隨著這運動

的消沈而中挫，反而自己走出新的路來。「崔媽媽」發展成一個擁有大量義

工的組織，藉著日常的服務工作來捲動義工同時壯大組織本身。來「崔媽媽」

當義工，好似參加學校的社團一般，可以認識更多人，也可以參加學習活動；

積極的義工更可以成為幹部，參與組織的決策。「崔媽媽」讓參與者體會到

個體與組織的差異，組織是一種由個體組成但卻超乎個體的存在，成為一種

社會的存在，有它一套運行的規則。 

  近兩年，「崔媽媽」推動的工作讓人們更能體會它是個「社會的存在」。

「崔媽媽」主動投入溫州社區的營造工作，彰顯她是這個社區的一員；她推

動搬家公司的查核和推薦工作，改變搬家公司的生態；「崔媽媽」設立住宅

政策的研究部門，接續無殼蝸牛的運動初衷，推動相關立法，也參與台北市

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討論。這些工作都是組織性的，不是任何單一個體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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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崔媽媽」的組織能量日益蓄積，經驗逐步擴展。這些應該感謝數

千位付出心力的老義工、新義工，因為他(她)們不僅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

這個組織。同時也應該感謝擔負決策的幹部們，因為她們摸索出了一條集結

社會零星資源的方法，讓崔媽媽得以不斷地運轉下去，成為一股日漸堅實的

社會力量的道路。 

  如今，「崔媽媽」要成立為基金會，是組織的再一次轉型，個人有幾點

期待，期望她能把無殼蝸牛的爬痕拓得更深，並且延伸得更遠： 

  首先是善用義工的關係網絡。崔媽媽的義工就是大社會的抽樣，各階層

都有，但有共通點就是願意關懷，帶有起碼的熱情。這些有熱情的人正是社

會動力的一部份，既以崔媽媽為向心所在，若能主動供給資訊，必能成為帶

動社會進步的一股力量。所以，我期待崔媽媽對義工能提供一份內容充實，

具鼓舞作用的訊息或刊物，讓義工隨時了解崔媽媽的想法與作法。 

  其次是跨出大安區、跨出台北市。如同前些年的經驗，崔媽媽的關心內

容不只是租屋服務，更可以擴及社區營造等等；服務範圍也應該不要局限於

台北地區，我們期待崔媽媽在其他地方設立分據點，讓台灣更多人參與崔媽

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