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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台灣與國際合作社
發展—解決貧窮的機制與思潮
＊

●梁玲菁／中國合作學社理事長、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性別平等委員、國立台北大學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兼任副教授、前合作經濟學系系主任

近年間，先進國家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提出十一個「美好生活指數」
來衡量國民生活，1其前提須先消除貧窮，解決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
貧窮，可區分為絕對貧窮與相對貧窮， 2無論是「舊貧」或「新貧」，從結果的觀
察，呈現在沒有收入、沒有工作、所得太低而無法生存，其影響層面深且廣，並陷入惡
性循環等困境。根據世界銀行統計1990～2011年間，全球絕對貧窮人口及其比例呈現下
降，3但是各國衡量所得差距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卻仍擴大，人口分佈的前5％
與後5％之所得倍數差距，高達九十倍之多，顯然貧富差距問題更加嚴重。
本文以聯合國與國際性組織消除貧窮切入，提出「合作社企業模式」對抗貧窮的機
制架構；藉由1844年「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
開始，以「自助—互助」方式，長期間發展為國際的合作社運動，闡述其關懷勞工，以
至於「人—環境—地球」所具有的時代意義，發揮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的功能，而
成為「新社會經濟制度」的核心。台灣面對此國際發展趨勢，政府至民間各界，應徹底
地翻轉市場營利思維，學習國際性組織所重視的「合作經濟」與國民經濟的關聯性，及
其在憲法上的地位，同時翻轉法律環境，鬆綁規範，共同合作創造「第三部門經濟機
制」之良性循環。

壹、聯合國與國際性組織重視貧窮問題
聯合國於千禧年時，曾由秘書長安南（Kofi A. Annan）向世界發表：「我們人類：
聯合國在二十一世紀的角色」（We the Peoples: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藉此基礎擷取為「千禧年宣言」，涵蓋八項發展目標，並提出
「全球創造投資需要策略」，以「根除赤貧與終結貧窮」為首要目標，4其中尚包括國民
教育、婦女平等與發展、環境永續性、建立全球合作關係等（參見表一），綜合的策略
側重在降低非洲之糧食不足與疾病所造成的孩童死亡率。2002年3月，在墨西哥的蒙特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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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rrey）國際會議中，建立「蒙特瑞共識」（The Monterrey Consensus），強調私
人投資與官方援助雙管齊下，以解決經濟發展所需之財務支持；同時有許多國際性組織
共同響應「投資、融資」以完成各項目標（參見表二），可見「終結貧窮—— 如何在我
們有生之年做到？」是全球迫切的課題。

表一、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
1.根除赤貧與飢荒＊
2.達到普及國民教育
3.提倡兩性平等與增
進婦女能力
4.降低嬰兒夭折率
5.增進婦女健康
6.打擊愛滋、瘧疾與
其他疾病

7.確保環境的永續性

8.為發展建立全球合
作關係

在1990～2015年間，減少一半人口低於每日一美元所得的情形。
在1990～2015年間，減少一半飢荒的人口。
在2015年以前，確保世界各地的孩童，無論性別，都有接受小學教育
的機會。
希望在2005年以前消除男女接受小學教育的不平等機會，在 2015年前
在所有的教育程度上全面達成。
在1990～2015年間，降低五歲以下嬰兒三分之二的死亡率。
在1990～2015年間，減少四分之三的產婦死亡率。
在2015年以前，終結愛滋的持續感染。
在2015年以前，終結瘧疾與其他疾病的傳染。
結合永續發展的原則與各國的個別政策與計畫，以降低環境資源方面
的損失。
在2015年以前，改善一半以上的人沒有安全飲用水與基本廁所設備的
現象。
在2020年前，改善最少一億住在貧民窟的人的生活水準。
發展出一個更開放、有法可循、可預期也沒有歧視的貿易體系，包括
在國家與國際社會，對好的政治管理、發展與縮減貧窮的承諾。
強調最低度發展國家的特別需要，包括不對最低度發展國家出口作關
稅與配額上的限制，對高負債窮國免除外債，並提供大量強化的政府
開發援助給那些致力於縮減貧窮的國家。
強調內陸國家與小型海島型發展中國家的特別需要（透過小型海島型
發展中國家永續發展計畫，與聯合國大會開過的二十二個特別會議的
結果）。
為了長遠維繫的價值，有必要透過內政與國際政策全面地了解債務問題。
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研討執行政策，幫助下一代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與生物醫療科技廠商合作，在發展中國家提供買得起的重要藥物。
與私人企業合作，使新的科技—尤其是資訊與通訊方面的發明—能夠
發揮作用。

說明：表中＊譯者使用「赤貧」即指絕對貧窮，世界銀行以2005年為基期，每日所得低於訂
定美金1.25元以下之人口，為絕對貧窮人口。
資料來源：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著，鐵人雍譯，《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
生之年做到？》（台北：臉譜出版，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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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聯合國發展方面的組織機構（部分清單）
單位
布列敦森林機構

簡稱
—

國際貨幣基金

IMF

世界銀行

WB

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國際農業發展基金

IFAD

聯合國發展計畫署

UNDP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

聯合國人類住居中心

UN-HABITAT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

UNFPA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世界糧食計劃署

WFP

世界衛生組織

WHO

在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發展事項
國際貿易與匯兌。
提供發展中國家財政與預算方面的協助，也提供
短暫財經援助，以舒緩宏觀經濟所需做的調適。
提供貸款與基金、政策顧問與科技援助，幫助中
低所得國家打擊貧窮。
主導飢荒處理、提供政策顧問與科技援助。
提供農業發展基金，達成增加農作量與改進營養
的目的。
聯合國全球發展計畫連結組織單位，也有強化發
展中國家民主統治管理、打擊貧窮、增加健保醫
療與教育機會、環境保護與危機處理的計畫。
透過計畫與技術支援，幫助各個國家關懷環境問
題。
提供城鎮在社會與環境上永續發展的條件，以提
供每個人合適居住的環境為目標。
幫助國家建立人口及健康計畫。
改善兒童生存條件，尤其是提供教育、醫療保健
與保護兒童的計畫。
扮演打擊全球飢荒的前鋒角色，在2003年時救濟
超過八十一國、一億人的糧食來源，包括世界上
大部分的難民與因內戰而流離失所的人民。
提供給需要投資在醫療保健的國家關鍵性科技協
助。

資料來源：同表一。

聯合國推崇微型金融貢獻，宣告「2005微額信貸年」（2005 Micro-credit Year）；
2006年，諾貝爾獎頒發給孟加拉之尤努斯（Muhammad Yunus）教授，肯定其微額信貸
改善貧窮與婦女地位的貢獻。其中更深層的意義，則是肯定儲蓄互助社與信用合作社推
動微型金融，增加社會地區金融能量，改善貧窮的角色，藉此緩和社會貧富差距，而達
到溫和的改革社會而響應全球。
尤其在2007～2009年間，全球遭逢金融危機，聯合國再頒訂「2012國際合作社年」
（2012 Yea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簡稱ICA）鄭重肯定「合作經濟模式，降低全球金融危機之傷害人口，並將其
受害程度降至最低」。同年間，國際合作社聯盟與英國合作集團（Cooperative Group）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62期／201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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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邀請比爾蓋茲共同啟動「全球貧窮方案」並擔任脫貧大使，顯見貧窮問題在二十
一世紀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並未消除，反而讓世人注目到「合作社企業模式」對抗貧窮
的重要角色。5

貳、合作社創業終結貧窮惡性循環
從上一個世紀至今，各種天災急難、戰爭衝突、氣候環境變遷、以及全球面對金融
危機，更加凸顯合作社的經營從生命到環境的照顧，從食、衣、住、行、育、樂的生產
到消費過程中，人之生、老、病、死，有許多環節不是政府、或個人力量能完全掌握，
進而解決、或具體落實執行。因此，如梁玲菁提出：「國際合作經濟的發展具有3HCN
的 趨 勢 ， 合 作 產 業 是 3C 產 業 ： 關 懷 （ Caring ） 、 社 區 （ Community ） 、 氣 候
（ Climate ） ； 用 心 營 造 3H 生 活 ： 人 性 （ Humanity ） 、 健 康 （ Health ） 、 幸 福
（Happiness），同時兼顧未來性（the Next）、自然環境（the Nature）、建構社會網絡
（the Network）朝3N發展。」6
欲解決貧窮問題，需認知時代變動過程中，發生貧窮的實質原因。公元2000年後的
資本主義社會，除天災、外力自然的原因外，7大致可以歸屬於自由化過程、追求利潤第
一所引起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貧困」，如國際難民；或在都市失業、抑或在農村：農
民缺乏土地耕種、或生產過剩之「穀賤傷農」、或為追求國際標準而廢棄耕種、進口農
產品加深農民生存困境；如在實質部門之資本逃逸、或在金融部門之資金錯置、信用舉
債過度；如在個別產業投資不足、不具未來性、或在總體經濟不安定導致失業與貧窮。
而這些「經濟的貧困」大抵上歸屬於「人為的」，經累積後，通常引發「社會的貧困：
生活不安定、孤立、不自由、無趣」以及「道德的貧困」危機。
經濟思潮中，馬爾薩斯（T.R. Malthus, 1766-1834）從人口論與糧食不足的自然關
係，淘汰「無能」的窮人，而反對救貧制度；8英國在1816～1820年間，深陷貧窮與暴動
之困境，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在1819年國會中的「特別委員會」，支持
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之社會重組計畫，通過籌集九萬六千英鎊，進行實驗
「合作村落」（Village of Cooperation），認為解決貧窮之根本方法在於創造環境，促進
窮人的生產力。9唯有探究貧窮的本質，才能就部門、地區、族群、組織、生產要素、教
育與訓練、融資等多元機制的相互配合來共同改善。
觀察（圖一），國際合作社運動的長期發展，在關懷「人—環境—地球」過程中，
社員「自助—互助—人助」方式，藉由共同購買、農業、金融性的各類合作社，建構健
康的社區與合作網絡，解決失業問題，促進創業，增加生產經濟機會，達到累積社會資
本，改善國民生活照顧，共同終結貧窮的惡性循環，並且創造「善的循環」，此種「合
作社創業終結貧窮機制」提供人民合作教育，學習自治與獨立，不僅朝向OECD「美好
生活指數」，也契合聯合國的長期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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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合作社

合作社創業

糧食不足
借高利貸

疾病

失去資產
生產工具

貧窮
低收入
無收入

醫療不足

人口死亡率/量

飢餓

生產力下降
失業

教育機會下降
治安不佳

人力資源不足

總體生產GDP下降

消費不足
社會風險加大

儲蓄不足
投資不足

合作
金融
外人投資不足

消費合作社
產業競爭力不足

國際貿易機會下降

資料來源：梁玲菁（2013/3）繪製。

圖一、合作社創業終結貧窮惡性循環

参、合作運動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發展
回顧資本主義萌芽於英國，在國家法律制度下，開放土地交易，強調人身自由、市
場自由、保障私有財產權。10 觀察1700～1914年間，影響歐洲各國經濟發展的因素，11
幾乎以農、工業不平衡發展政策與自由貿易為政策，其他較為明顯而且具有正向效果的
因素如：國家的角色、農業對工業的影響關係；銀行、商業及服務業的貢獻、國際貿易
的興起；以及人口成長、技術進步、階級關係的調整等因素。12
其中，工人階級的形成與工會組織發展較為遲緩，勞工的處境在低維生工資、長工
時環境，勞動與生產工具分離，在資本家及其國會代言者之立法下，工人面對生活的困
境缺乏保障。直至1824年，英國解除禁止集會相關法律後，1825年成立第一個工會，英
國合作運動發展，在宗教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同情喚起，紡織工人於1844年設立羅虛戴
爾公平先驅社，13以自助、互助方式，共同購買生活中的必需物品，而達到降低成本、
節省支出和儲蓄目的。此後普及世界，成為公民社會中，重要的市民消費者運動，從關
懷健康、安全的消費終端把關，進而關懷生產者、農民，以及農業安全、地球環境。14
1895年，國際合作社聯盟因應合作運動的發展需求而成立，匯集會員國的合作社經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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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問題，進行合作原則、價值之討論、報告、策略及研擬。15
歷經二次大戰，國際社會亟需重建經濟秩序，在1950年代馬歇爾援助歐洲計畫後，
各國政治朝獨立民主化，但是人口的發展、戰爭、環境的破壞，偏鄉距離造成人口外
流，難民的規模加大，依聯合國統計1995年總計一億一千八百萬人口，占全球之四分之
一，非洲的「正式難民」計六百七十萬人，三百萬人希望重返家鄉，一百九十萬人被驅
逐離開。16 1960年代不結盟的和平自助運動，成就一些開發中國家的經濟；1970年代轉
向經濟合作與自主發展，擴大第三世界國家參與金融、經濟機構民主化之國際機會，但
是有些發展中國家卻因自身經濟利益，而增加第三世界國家「整體利益」合作的困難。17
從聯合國援助、世界銀行融資開發中國家，長期鼓勵人民籌設獨立自主的合作社，
推動綠色革命、改良品種、增加糧食生產，以餵養成長的人口，結合運銷、農業信用供
給、及生產合作社之功能，協助開發中國家農民脫離貧窮。世界銀行推崇早期的台灣農
會與日本的農業協同組合，協助農民市場訂價、所得改善、技術進步的合作運動組織。
18 今日，消費合作社結合生產者、勞工、農民等合作社，以「公平貿易」方式，在不同

的國家與地區，創造婦女在地就業機會；並設置「地方開發基金」，供應淨水、電力，
建設道路、學校，提供孩童就學，改善開發中國家的貧窮地區、弱勢群體的環境，提高
家庭所得，培植地區的社會經濟能量與未來生產力，以脫離貧窮惡性循環。19
在自由貿易與市場經濟原則下，各國以豐富資源進行最大生產活動，開發中國家藉
貿易帶動經濟成長，加入全球貿易之分工體系。然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即
應符合國際標準，開放市場。全球產業自由化的競爭發展，以利潤第一的市場經濟思
考，其結果，小國不乏以犧牲農業發展、犧牲環境來達成協議與利潤追求，這也造成許
多生態破壞，農村人口流失，尤其威脅農產品與農村經濟， 20 甚至形成「富裕的北半
球」與「貧困的南半球」之對立。
而值得關注的勞工問題，在1955～1975年間，勞工走向工會、聯盟組織，發動罷工
以爭取利益。21 1994年全球性的勞工流動規模，高達一億人，其中申請至西歐達三十一
萬八千九百人。 22 當企業採取全球運籌策略，一方面外移設廠，一方面國家又引進外
勞，在本國創業不足時，勞工就業機會勢必減少；一旦經濟衰退時，公司即以裁員來維
持競爭力。公司為規避退休金、健保及福利負擔，倚賴人力仲介方式，形成勞動者與政
府被三重剝削現象，23年輕人無法獲得正規、長期、穩定的工作，社會長期發展出現不
安定、不確定及貧富差距失衡。 24 再加上一因氣候變遷；二因投機壟斷，造成糧價高
漲，25生活成本提高，通貨膨脹威脅存在。這些變動，挑戰環境保護、農業安全、糧食
自足、勞工尊嚴、失業、以及企業道德等，在民主社會中，出現社會福利「脆弱的安全
網」。26
面對「組織—制度—環境」變遷，英國提倡「新自由經濟」因應自由貿易，同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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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勞工權益；北歐國家以統合主義、民主工業，促進勞資和諧；法國及歐盟國家提出連
帶經濟之「社會經濟活動」，有別於美國式的資本主義。2010年，國際合作社聯盟「以
合作社培植婦女」核心，響應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CEDAW）。其中第11
條涉及就業、第13條經濟和社會生活、第14條有關非都會地區「組織自助團體和合作
社，以通過受雇和自營職業的途徑取得平等的經濟機會，提供微型融資；參加一切社區
活動」。足見國際重視婦女與合作社、農村經濟、社區發展之關係。

肆、微型金融與合作社創業
世界銀行、世界儲蓄互助社議事會（World Council of Credit Unions, Inc.，簡稱
WOCCU）提倡微型金融模式（microfinance）協助婦女、青年微型創業，因應地區、產
業、群體之需求而設計，搭配各類合作社經營與專業訓練，其基本目的，在憲法的保障
下，提供社會底層最需要幫助的群體，擁有一個最小的金融權，此有別於傳統商業銀行
之營利經營。
促進婦女創業的機制方面，英國、西班牙、日本、美國、瑞典等國，分別在融資面
與輔導面，提供資訊判斷、技能養成、資金提供、人才培訓。從政府政策、金融機構以
及民間合作社、非營利組織形成合作網絡，搭配實質技術課程而提供融資，包含商業銀
行、非政府組織以及金融型合作社三類。輔導面之支援性服務，則藉各國中小企業之主
管機關直接提供服務、或透過夥伴關係，以簽約方式委由非政府組織協助政策執行。
法國合作金融機構開設「社會經濟講座」教授課程，並提供獎助金給青年學生，以
「社會經濟事業」創業；27英國合作集團與學校合作，師生共同開發社區發展的計畫，
學生畢業後即可以投入於社區創業與發展工作；28英國政府則以勞工合作社為核心，推
動「社區公益公司」；29歐洲、日本、瑞典鼓勵「社會型合作社」、社會經濟事業，促
進創業、就業與社區經濟發展。
瑞典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各類企業共同出資，設立開發基金，由創業合作社與
全國企業協會共同支援，採取「公益創投」陪伴方式，架設「合作社創業平台」，輔導
青年與婦女籌組合作社與社會型企業，提供免費創業資訊與電腦系統分享、諮詢與顧問
指導。30
在2010年3月，英國首相柯麥隆（David Cameron）收編原「第三部門公署」（Office
of the Third Sector，簡稱OTS），5月擴大以「公民社會」觀念來推動「大社會（Big
Society）」，依部門有企劃研究、公共政策發展、促進青年社區志願服務（含青年志工
培訓、社區發展）、建構資訊／法律／技術／法規平台，支援社會經濟事業之經營管理
與財務運作等策略分工。亦即政府以「合作社企業」的網絡，在「生命與社區共同體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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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基礎下，推展地區互助連帶經濟關係，結合居民參與，青年共同創業，增加就業
來改善地區的所得與經濟。2012年9月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通過決議「合
作社是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簡稱CSOs）的重要角色。

伍、金融自由化及其脆弱性
金融自由化開放市場，形成資本加速率大於產業的勞動平均生產力。以世界的金融
資產（股票市場總值、債券發行額、存款）與實質經濟（以名目GDP衡量）的倍數觀
察，1990年底為1.77倍，至2007年10月達最高峰，倍數增至3.45倍；2008年10月降為2.78
倍。31
Minsky（1957）引伸Fisher（1933）「過度舉債」（over-indebtedness）的觀念，而
提出「金融脆弱性」（fragility）。認為經濟體系中主要部門出現新且有利的投資機會，
在景氣時，帶動產出增加與物價上漲，進而擴大廠商的獲利空間，激勵投資意願，也助
長資本利得的投機。這種過程，絕大多數是透過銀行放款融通進行，一旦達到過度舉債
的程度，無論是個人、廠商、或銀行，無足夠的流動性可資應付負債的需要；出現超額
融資需求，將使利率顯著上升，金融環境可能變得更加脆弱，在此種情況下，任何來自
存款人或借款人的錯誤判斷，最後情勢繼續惡化，演變成廠商債務無法展期的再融通危
機（refinancing crisis），此時，資產拋售情形即會出現，終而引發金融危機。32
1970、80年代國際油價上漲結果，大量「油元」積存於美國民營銀行體系內，為增
加銀行利潤，他們紛紛尋求中南美洲各國政府舉債，改變昔日世界銀行與各國政府之間
的「公部門債權關係」為「私部門債權關係」。當時，因通貨膨脹，美國採行緊縮貨幣
政策、調升基本利率；又全球農產品市場價格下跌，南美洲各國之外匯收入不如預期，
1982年阿根廷、墨西哥、委內瑞拉相繼宣告無力償還利息，形成1980年代的國際債務問
題（Foreign debt），33此「私部門債權關係」的嚴重性，危及美國銀行經營與金融體系
的安全，最後，在美、英二國財政部長聯手提出「布雷迪計畫」，藉國際機構、世界銀
行向外匯存底剩餘國家尋求國際債務問題之解決。34
日本自1985年與美國「廣場協議」貿易談判，實為金融談判而日幣升值，35其產業
外移投資至美國，房地產投資美國失利、企業集團與核心銀行出現危機，即「廣場協
議」後五年內，日本對外淨資產因匯率而損失累計約三點五兆日圓，商業用地價格上漲
一倍，住宅用地價格則上漲60％。36 1997年東南亞發生金融危機，自由化與資金市場開
放，造成外資大量流入是原因之一，37加上東南亞國家之產品貿易結構，出口集中於美
國市場，而當時美元持續升值，各國的貨幣釘住美元，造成幣值高估，從印尼開始向外
蔓延，最後波及韓國、日本及俄羅斯。國際貨幣基金（IMF）介入解決，各國處理方式
採取勒令停業、關閉、合併、及制度法令修訂等方式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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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9年間美國次級房貸問題，雷曼兄弟、新世紀金融公司、美林集團、花旗
銀行、美國瑞銀集團等受創，超過三十家的次級貸款公司破產停業，釀成全球金融危
機。而美國國內消費（六十年來最低）、製造業、汽車業（二十七年來銷售最低）嚴重
衰退影響總體經濟。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the Federal Reserve／The Fed.，簡稱聯準會）
為解決次級房貸危機，擴大其「最後貸款者角色」，至少提出十一項金融措施，高達一
兆美元融資，38如擔保風險性資產，以穩定銀行的經營；降低重貼現率，以充裕證券公
司之融資，確保股票市場的安定。
銀行與金融機構為追求利潤，不惜以隱瞞訊息，粉飾獲利財務的道德危險，造成存
款人與投資人信心大失。2010年以來，希臘政府債信危機，帶來失業、社會不安、自
殺、退休金蒸發等嚴重後果，骨牌效應至西班牙、義大利等國，39連帶危及歐盟經濟體
與歐元安定性，其規模遠大於1980年代開發中國家的「國際債務」規模。依國際金融學
者統計1970～2009年間，40在三十年間發生銀行危機一百四十四次，外匯危機二百零八
次，主權債務危機六十三次，雙重危機二十六次，三重危機八次，這些都證明Minsky所
提出的「金融脆弱性」與「金融不安定假說」看法。

陸、全球金融危機的平衡器—在地化合作金融
在美國聯準會（The Fed.）處理危機期間內，美國中型銀行之業務縮減，相對地，
2008年9～10月中，美國儲蓄存款高達二百二十億美元，其中約1／3由一般商業銀行轉存
至儲蓄互助社；41 2008年儲蓄互助社存款增加10％；2004～2008年間，儲蓄互助社社員
人數由八千五百萬人增加至九千萬人。42在2009年6月，美國的儲蓄互助社增加一百六十
萬名社員，總資產增加8.2％，中小企業轉向儲蓄互助社貸款。加拿大在完整的垂直與水
平的合作金融支援體系下，儲蓄互助社與戴嘉丁銀行採取退出期貨基金投資，然其資產
總額、社員人數、存款、放款呈顯著成長情形，在Manetoba省儲蓄互助社的股金成長
40.7％。英國合作銀行的儲蓄餘額成長11％，定期儲蓄則成長87％。瑞士合作金融組織
Migros銀行則增加四萬六千個帳戶開立，雷發巽銀行則超過十萬個以上的客戶，從商業
銀 行 轉 存 資 金 至 合 作 銀 行 高 達 瑞 士 法 郎 二 十 七 億 元 。 在 2008 年 荷 蘭 合 作 銀 行
（Robobank）的貸款額佔股金存款42％，存款增加26％。43
據歐洲央行資料：德國德意志銀行與一千兩百家合作銀行、四百三十八家市政府的
儲蓄銀行、十家地區銀行共同促進地區經濟發展。2008～2010年間，合作銀行的放款增
加率在4～5％，2011年12月的放款市場占有率為12％，次於儲蓄銀行20％，地區銀行17
％，惠譽信評：「儲蓄銀行與合作銀行是金融體系的兩大支柱，持續支撐經濟，也從不
對主權債信造成問題。」小而美的銀行，成為德國中小企業穩定的融資支柱。44同時，
在歐盟、英國、美國及加拿大的儲蓄互助社發揮社會責任，藉志工服務、食物銀行
（Food Bank）關懷弱勢地區社會與改善貧窮，也提供各種資源投入社會福祉事業、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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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育、文化、動物保育以及綠色節能發展。45
日本因應美國次級房貸所引起的危機，信用金庫、信用組合等協同組織，在2008
年，強調金融機關存在的意義有二方面：「協同組合銀行的社會責任」與「地域密著
性」；「民主的統治性、獨立性」。 46 合作金融的地區經濟發展，配合「日本政策銀
行」，提供創業支援的範圍，包括地域密集型金融（relationship banking）。2009年7月
有四百一十五個金融機構簽訂「業務連結、合作備忘錄」。包括信用金庫、信用組合、
農林中央金庫、信用農協連合會及一般銀行落實中小企業金融、婦女、微型創業服務。47
亞洲儲蓄互助聯盟（Asian Confederation of Credit Union，簡稱ACCU）響應「國際
合作社年」，藉儲蓄互助社與信用合作社的微型金融服務，其中儲蓄互助社的總資產增
加2％，至2012年則改善亞洲地區一百萬個貧窮者之生計。
無論是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各種合作事業本於專業提供服務，有助於緩和二十
一世紀資本主義社會中嚴重之金融危機、貧富不均、勞工失業、貧窮問題。因此，國際
合作社聯盟肯定「合作社企業模式」是獨特的，是一種多元性、積極性的社會關懷與經
濟組織，以連帶經濟關係，在經濟民主制度中，解決生活／生產需求問題，兼顧私有財
產與共同資產，由社員共同治理，遵循合作七大原則，發揮社群關懷、社區照顧以及社
會責任。也指出「各國合作社在全球金融風暴下，將傷害人口的受傷程度降至最低。」
從而積極呼籲各國政府鬆綁法規，共同促進各類合作社企業的發展，貢獻於社會經濟與
生活秩序，重視合作社所具有的安定社會價值。

柒、災害重建之互助經濟思維—「新社會經濟制度」
2004年南亞海嘯後，「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簡稱USAID）提供資金救援，藉「泰國儲蓄互助社聯盟」（the Credit Union League of
Thailand）執行「微型融資」，補充災民現金，以支應緊急基本的生活消費、提供工作以
時薪支付、增加災民所得、融資修復建物，重建社會秩序與安定人心。48
斯里蘭卡因海嘯受創的海岸線有2／3在印度洋，其損失相當嚴重。49重建過程中，
藉重非政府組織Agromart基金會，該會曾於1994年建立鄉村地區自助小組（self-help
group ） ， 長 期 進 行 技 術 訓 練 ， 施 予 教 育 ， 2000 年 設 立 Agro 微 型 金 融 （ Agro Micro
Finance，簡稱AMF）持續經營社區、消除文盲，提供貸款給至少經營六個月以上的自僱
勞動企業，客戶中婦女佔32％。海嘯後，該基金會匯集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聯
合國發展計畫署（UNDP）、及義大利微型金融機構（Etimos）等資金，提供相當於九個
月的所得額貸款給災民，截至2005年3月，該基金會提供微型融資，其金額共計二十九萬
五千歐元，並且在短期間觀察到生產力恢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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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生活俱樂部協同組合（簡稱生協）、農業協同組合，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
2011年311福島地震、海嘯、核災之複合性災害發生時，以民間力量主動運送水、糧食、
生活用品等至災區。日本生協組合連合會在阪神地震當日（1995年1月17日）即提出對
策，全國有八十五個生協呼應，大阪附近生協動員社員、職員計九千兩百五十八人，僱
用千台車輛緊急運送物資至災區，發送保險金、慰問金；醫療生協有百名醫生與三百名
護士志願投入救災。1998年日本生活協同組合連合會參加「因應自然災害之國民保障制
度的對策國民會議」，同年5月促成國會立法「災民重建支援法」。51日本勞動合作聯盟
（JWCU）在福島災難屆滿一年之311，運送南方的米至重建區，與當地居民共同製作糯
米餅、共同分擔、共同分享。52希望以連帶經濟觀念，針對失業、貧困、孤立的長期社
會問題，促進「政府職業訓練、就業制度面」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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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建立「社
會倫理投資組織」，即「合作社企業模式」累積社會資本。在平和時期，合作社機制成
為平民建立信心、信任、信賴的社區網絡照顧中心，社員互助合作、獨立自主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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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就業、改善所得，緩和社會貧富差距問題；在災難危急時，尤其是戰爭、自
然災害破壞後、或人為的金融危機等衝擊，藉各種合作社的網絡，發揮急難救助，並協
助國民社會生活與經濟秩序恢復，脫離困境，並且在共同運動下，53建立人民生命與地
區命運共同體的價值，54促進法治機制的建立，落實關懷經濟理念。
因此，日本從人民到政府轉變思維，面對「新社會經濟制度」，具體呈現平民經濟
開發的社會經濟倫理關係，有如下的課題：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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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推動社會計劃性共同購買運動以計畫生產，維護國民健康、不浪費資源而友
善環境；
因應世界性金融危機而呼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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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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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合作創造「第三部門經濟機制」之良性循環
聯合國自1992年提出「準則」，建構一有利於合作社發展之法律環境，呼籲各國政
府朝向鬆綁政策；國際勞工組織（ILO）更是長期間出版「合作社立法準則」提供指
導；國際合作社聯盟於亞、太平洋地區設立分處（ICA—APEC），督促各國政府朝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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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級的單一「合作社法」修法、立法，以最大法律空間促進合作社關懷地區社會，強化
合作社的社間合作、社會責任以達成改善貧窮，創造國民生活經濟發展。55
綜觀聯合國、國際性組織長期推崇「合作社企業模式」，「2012國際合作社年」給
台灣的經濟社會翻轉的啟示如下：

一、翻轉台灣社會學習「合作經濟與社會經濟制度」：56
在當前的環境下，台灣不能再漠視平民經濟發展，應從中央與各級政府機構，率先
反轉利潤第一思維，拋棄唯營利之市場經濟思維，反省並重建「人—組織—環境」的關
懷 價 值， 鏈結 「個 人 —地 區 —社 會— 國家 —全球 」 ，生 命與 環境 休戚與 共 的關 係
（solidarity）。翻轉學習，認識國際間合作社在憲法上的地位，及其在社會經濟領域所
具有的領導先鋒角色。57積極推動「以合作經濟思維建立社會經濟制度」的政策，建構
「第三部門經濟機制」，發揮「自助互助—自立就業—心靈與實質資產累積—教育與投
資」之良性循環，朝國際「新社會經濟制度」發展。58

二、翻轉行政服務網絡以建構「國民經濟發展」的機制：
基於國民經濟發展需求，在國際合作社的發展及其單一立法、鬆綁法規的政策趨勢
下，台灣應設置有「國民經濟發展委員會」，由國家宣示並制定「合作社發展政策」，
將業務推展與行政管理事權歸屬於一個「專責機關」，提升該合作社主管機關之位階，
統籌規劃發展策略。
參見（圖二）包括：制定常態性國民經濟政策委員會、中央與地方「合作產業政府
服務網絡」、以及各部會積極促進脫貧機制建構，設置「合作社創業平台」，積極募集
「合作發展基金」，規劃「合作社與非營利組織自助—互助—公助之3N脫貧機制」。
在合作社整體發展上，即融合政府部門之微型創業訓練機制，在互助金融的基礎
上，循環運用微型融資，培植地區金融能量；合作社與非營利組織的社區網絡推動綠色
發展，提供個人、社群、社區發展，滿足地方生活照顧、生產需求，促以第三部門的社
會經濟目標，來改善所得、就業、環保之政策目的，解決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化下之貧窮
與社會不安、貧富不均、勞動失業，甚至氣候變遷，導致災後重建重大工作等問題，趨
向國際合作經濟主軸的3HCN趨勢，59即「人類關懷自然環境，創造健康的社區網絡，以
擁抱下一個合作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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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修改自梁玲菁，《社會經濟政策》，「行政院經建會政策專題報告」，2011年10月。

圖二、第三部門經濟機制——合作社與非營利組織自助—互助—公助之3N脫貧機制
三、翻轉台灣《合作社法》的法律環境工程：60
台灣在2012年的《合作社法》修法內容，曾經多次由合作業者、學者與主管機關共
同商議而成案。現行的《合作社法》修法工作，在行政主管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來回多
次、耗時甚久，同時業務主管機關的分佈，至少在十四個部會而缺乏主導政策的積極規
劃，此種消極現象，長期間已經形成「自生自滅的安樂死政策」。
相較於全球，各國政府響應聯合國鬆綁準則，尤其歐洲、亞洲各國，宣示發展合作
社為國家政策的趨勢，甚至經國際勞工組織、或國際合作社聯盟督促而鬆綁的單一合作
社法趨勢，台灣缺乏整體國家合作政策，《合作社法》的核心價值、內容、業務寬廣
性、彈性、以及落實憲法保障的具體措施等，各方面與當前國際趨勢、國民經濟需求存
在嚴重落差。
針對此種落差，迫切需要志士仁人共同關心台灣的合作社運動，深深地體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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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創業機制」的重要性，以共同力量解決貧富不均問題，為此，值得成立「倡議合作社
團體」，致力於推廣合作經濟之社會教育，建置法律環境工程，遊說立法機關，一一檢
討當前各項牴觸憲法規定、或憲法精神的其他法律、行政命令、準則、辦法等相關規
定，以解決當前合作社經營的困境，同時創造台灣底層平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發展符
合世界趨勢的合作社運動，以「自助—互助—公助」的社會經濟機制，尋找幸福的「公
民社會」。

【註釋】


本文以作者2013年3月的著文〈合作，解決貧窮的機制與思潮〉登載於《合作經濟》
第116期為基礎，增修聯合國與國際性組織消除貧窮之目標，以及聯合國與國際合作
社聯盟等鬆綁合作社立法政策。全文之參考文獻繁多，載明於註釋中，不再另列。

1. OECD採用史迪格里茲與沈恩「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itiate，簡稱BLI），包
括居住、所得與工作等物質指標，以及好的社會網絡連結、學習技能的能力、保障空
氣與水的環境品質、公民能夠參與國家治理、健康、人身安全、工作與生活平衡度、
主觀生活滿意度等十一大項指標。
2. 每日所得低於世界銀行訂定美金1.25元以下（以2005年為基期）之人口，為絕對貧窮
人口。
3. 1990年全球絕對貧窮人口計十九億八百萬人，佔全球人口比例43.1％，2010年絕對貧
窮人口十二億一千五百萬人，佔人口比例20.6％。以非洲撒哈拉比例居高，達48.5
％；歐洲與中亞比例0.7％為最低。
4. 特別針對非洲國家提出多元的管理，參見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鐵人
雍譯，《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台北：臉譜出版，2007年）。
5. 王永昌，〈ICA國際合作社聯盟新聞〉，《合作報導》，第78期，2012年，頁24-28。
6. 3HCN取自「Human Caring the Nature, to create the Healthy Community Network, and to
embrace the Next Cooperative Happiness.」中之底線英文字。參考梁玲菁，〈國際合
作經濟主軸與綠色發展〉，《2011台灣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與談文稿，2011年10月
14日。
7. 有自然地理的原因：「天災、火災、生物、疾病、死亡等」；人為的原因：「政治、
社會、宗教、經濟、衛生、不幸等」。參閱賀川豐彥，《貧民心理の研究》，警醒社
書店，1915年。滝川好夫，《資本主義はどこへ行くのか：新しい経済学の提唱》，
PHP研究所，2009年。
8. 孫炳焱，〈經濟思潮與消費合作社的新動向〉，《合作經濟》，第100期，2009年3
月，頁1-7。
9. 參見Robert L. Heilbroner（海爾布魯諾）著，蔡伸章譯，《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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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文庫287，（台北：志文出版，1983年），頁203。雖然於美國實驗失敗，卻成為
日後合作社應重視入社教育，現代社區合作社、合作社社區化之發展思想。
10. 參見黃仁宇，《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 一個重點上的綜合》，允晨叢刊18（台
北：允晨文化，1989年）。
11. 作者歸納契伯拉（Carlo M. Cippola）編，張彬村、林灑華譯，《歐洲經濟史：工業
社會的興起Ⅰ》，新橋譯叢7（台北：允晨文化，1985年）、《歐洲經濟史：工業社
會的興起II》，新橋譯叢13（台北：遠流，1989年）；契伯拉編，張彬村等譯，《歐
洲經濟史：工業革命篇》，新橋譯叢12（台北：遠流，1989年）；契伯拉（Carlo M.
Cippola）編，夏伯嘉譯，《歐洲經濟史：中古篇》，新橋譯叢11（台北：遠流，
1989年）。
12. 除瑞士農村分散，手工業與農業並存，採行平衡發展政策；北歐四國則因山林河川眾
多採行城鄉不均衡發展。法國先行保護爾後自由貿易；德國與蘇俄則採行保護貿易政
策，另哈布斯堡亦同，惟今日該王朝已經不存在。
13. Charles Gide著，吳克剛譯，《英國合作運動史》（台北：中國合作學社， 1990
年）。
14. 美國多所大學如Harvard、MIT、UCLA、Berkley等名校以及東京大學的學生（校）消
費合作社之初始與發展目標亦如是。
15. 分別於1937、1966及1995年修正合作原則。參考Sven Ake Book（史望‧奧克）原
著，孫炳焱譯，《世界變遷下的合作社基本價值》（台北：中國合作學社， 2003
年），其中Alex Laidlaw（賴羅）博士提出「公元2000年的合作社」報告書。
16. 聯合國於1950年代《日內瓦難民公約》提出專門的研究報告與解決對策，其定義難民
就是一切「因種族、宗教、民族、屬於一定的社會集團，或者是他的政治信念被迫
害，出於對此理由充分的恐懼而逃離國家的個人。」
17. 1975年有二百四十萬人，1993年一千八百萬人（第二章）。其中包括石油產出國之油
價訂定、古巴與拉丁美洲關係影響非洲國家之軍事與戰爭等事件（第三章）。以上參
見Walther L. Bernecker著，朱章才譯，《第三世界的覺醒與貧困》（台北：麥田出
版，2000年）。
18. 參 見 Uma Lele, “Co-operatives and the Poor: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Vol.9, Issue 1, Jan.1981, pp.55-72.
19. 參閱梁玲菁，〈合作社企業—— 創造「公平貿易」與「社會金融」福祉〉，《儲蓄互
助社雜誌》，第102期，2013年2月，頁2-7。孫炳焱，〈經濟思潮與消費合作社的新
動向〉，《合作經濟》第100期，2009年，頁1-7。梁玲菁，〈國際合作運動—— 平民
經濟的開發〉，發表於「慶祝第八十七屆國際合作節」專題演講，2009年。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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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on著，林詠心譯，《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台北：臉譜出版，2007年）。
20. 參見李登輝，《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1999年），頁131-132。
21. 1975年各國勞工加入聯盟組織佔勞動力的比例：丹麥67％、芬蘭75％、瑞典82％、挪
威61％，相較於1955年增加、以及比利時67％、日本34％、美國21.7％則降低。參見
J. Barkley Rosser & Marina V. Rosser, Comparative Economics in a Transforming World
Economy (Chicago: Irwin, 1996), Ch.2., p.46, table2-3. 其中美國與日本每千人罷工日數
相較於1955年降低，參見頁46，表2-4。
22. 參見Walther L. Bernecker著，朱章才譯，《第三世界的覺醒與貧困》，前揭書，第二
章：危機。
23. 參見梁玲菁，〈台灣勞動合作社發展的困境（上）〉，《合作經濟》，第99期，2008
年12月，頁16-48。梁玲菁，〈台灣勞動合作社發展的困境（下）〉，《合作經
濟》，第100期，2009年3月，頁47-54。
24. 據英國Sky News 2012年7月6日的報導，2012年全歐洲5月的失業率為11.1％。西班牙
達24.3％，希臘失業率52％。年輕人失業率更高，離開本國尋找就業機會。
25.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之統計，以2002年為基期，觀察世界的糧食價格，2008年6
月的價格指數為224.1，至2011年1月的價格指數為230.7。
26. 財政支出、失業救濟金仍無法給勞工安定就業，影響至下一代之生產力、承擔力。參
閱Raghuram G. Rajan著，羅耀宗、李建興、周玉文譯，《金融斷層線：無形裂縫如何
威脅全球經濟》（台北：高寶國際，2011年），頁135-148。
27. 包括合作社、基金會、協會、相互組織等事業。
28. 梁玲菁，〈從國際合作社年連結社區發展〉，《合作報導》，第78期夏季號，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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