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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合作制度的形成與發展 

    黃建森於其所著《比較合作制度》中，給予「合作」相關名詞如下定義：「在

資本主義社會中，若干經濟弱者，為了實現消滅中間剝削或抗禦大資本家壓迫之

目的，以合作經營方式，結成以互助方法達到自助目的之經濟團體，俾能對社員

提供服務，此等經濟行為或活動，即為『合作』；這種經濟團體或組織，即為『合

作社』或『合作組織』；此種經濟制度，吾人稱為『合作制度』；此種制度由民

間湧起逐次發展，吾人稱之為『合作運動』；此種制度由政府計劃推動，稱之為

『合作政策』；總括各種合作組織業務上之成果，稱之為『合作事業』；抱持合

作化理想社會思想體系者，稱此種思想為『合作主義』」。（黃建森，1989：8） 

    由此觀之，合作運動乃是由民間湧起逐次發展而來的，其形成過程與當時工

業革命的背景及資本主義的發生，有莫大的關聯。 

 

第一節  合作運動的發生 

    十八、九世紀之交，工業革命風起雲湧，新產品、新理念不斷推出，卻未能

提升社會經濟福祉；相對地，因經濟結構的劇變，失業、消費及所得分配等諸多

問題始終困擾著人們，有識之士紛從理論、實務方面謀求改善，頓時各種解救方

式紛紛推出，其中較合乎人性，又能立即解決人們切身問題者，厥為消費合作思

潮。（于躍門，1995：73）此即為合作運動發生之根源。 

壹、合作運動的發生  

一、工業革命的背景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生後，機器取代了人工，社會的生產力大為提高，擁有

機器者，除了可以任意支配勞動力外，同時也可以透過機器的生產，以累積私人

的財富；因此，人們所看重的是沒有生命的機器，而對有生命的工人卻反而輕視，

因而造成了社會巨大的變動，這個大變動，就是機器佔據了人工，有機器的人便

把沒機器的人的錢都賺去了。（尹樹生，1977：3-4）如此，社會便發生了兩項嚴

重的問題：一、機器取代人工，造成大量失業；二、擁有機器的資本家，為了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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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更多的資本，便極盡可能地壓低工資以擷取盈餘，以致形成所得分配不均的現

象。 

    十九世紀初，由於工業革命效應的持續發酵，使得歐美的經濟及社會結構產 

生劇烈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 

一、經濟結構方面： 

（一）製造品的驟增。 

（二）商業不斷拓展。 

（三）金本位的興起。 

（四）企業的大結合。 

（五）資本主義的產生。 

（六）經濟盛衰的循環。 

二、社會結構方面： 

（一）人口的集中都市。 

（二）顯著的失業問題。 

（三）嚴重的勞工問題。 

（四）厲害的勞資衝突。 

    工業革命雖然帶給人類生產上的便利與社會的進步，然而自工業革命後所衍 

生的社會經濟問題也不少。因此，有部分主張改革者，基於對於社會的關懷與公 

理正義的堅持，主張以各種手段來達成社會改革，以解決社會的病態。（吳建德， 

1999：26-29）西元１８４０年之後，鑒於英國工業革命後所帶來的問題是消費者 

被中間商人剝削的問題，英國勞工運動開始由政治活動轉向經濟活動，採取以消 

費者資格來對抗『商業資本家』的剝削，由開源之途走向節流之路。具體的做法 

就是成立消費合作社。（于躍門，1995：73）西元１８４４年，羅虛戴爾公平先 

鋒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的消費合作社 

終於宣告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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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主義的反動 

    「資本主義」是一種以私有財產為基礎，機器生產為手段，自由競爭為原則，

追求利潤為目的的經濟思想與制度。 

    資本主義盛行後，由於上述四項特質交相運作，引發了勞資對立及貧富不均 

，造成了勞動階級的痛苦與中小企業的日趨沒落。此外，更形成了農工業發展的

失衡。這些因資本主義社會形成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引發了若干學說或方案 

，以思解決，此即所謂的「社會思潮」。而這些思潮中，有些比較切合實際，被

多數人所推動實行，於是便形成「社會運動」。合作運動，便是其中的一種。簡

單的說，合作是對整個資本主義的反動。（王石英，1958：3-5）也就是說，合作

是由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發展而來的。 

    因此，我們應可以如是說，合作制度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以資本主義經

濟組織為基礎，基本上，其構成因素受資本主義之特質或成因之影響，在資本主

義社會中，合作制度是合法存在的經濟制度之一，不過，在根本思想上，合作制

度隱含與資本主義對立的理念，此種理念特別見之於合作先驅，但絕非直接而全

然地否定資本主義，就客觀的論點言之，合作制度樹立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實

質言之，合作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並存於經濟社會。（黃建森，1991a：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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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合作制度的形成 

  古代就有合作，不過當時的合作，只能說是一種人類合作的行為。而近代的

合作，則為對資本主義弊端叢生的一種反動。 

壹、古代的合作 

為確保生活，而相互扶持，這在遠古時代，便已實行。尤其是在農業社會，

自古即在收穫季節，實行共同勞動，或就其伙伴中指定一人，負責放牧各家的牛

羊。上古時期的美索不達米亞、中古時期的荷蘭地方，農耕都賴引水或排水，為

使溝渠及排水道能夠得到整修，排水口的適時開放，適當水量的灌入任何一家農

田，都需要有一個組織化的合作制度。在法國及瑞士的阿爾卑斯山，牛群由山谷

被趕到距離購買者很遠的夏季牧場，製成乾酪，已成習慣，過去如此，現在還是

這樣，因為好的乾酪，體積很大，且須在牛乳被擠出後兩三小時內製成，所以這

種乾酪，都是以當日全村所有的牛乳，混合製成的。到了秋末，那已製成的乾酪，

在準備出售的時候，便以現貨或其售價，依每人所有的牛隻，比例分配與每一個

村民，這樣的模式是以經營事業為目的的合作活動。在希臘與羅馬時代的大城市 

，已有葬儀社，相互保險社，以及若干工會。上述所謂的社團，是在工作與遊戲

中的結合，對人來說，是一件極其自然的事情。（李錫勛，1960：1-2）所以，在

太古時代，互助已超越家族的範圍，而發展成為一個有組織化的永久性類型了。 

貳、近代的合作 

近代合作思想的濫觴，簡單來說，是對於整個資本主義的反動，也就是說是

由資本主義的不合理所發展而來的，而近代合作制度的產生，則與下列合作先驅

的思想11有關，茲簡述如下。 

一、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與合作思想 

歐文誕生於英國，主張縮短工時，廢除童工。他曾遠赴北美印第安那州創設

「新和諧平等村」（New Harmony Community of Equality），欲以結社形式之村 

                                                 
11 合作先驅的思想要旨，詳見「合作先驅思想要旨彙整表」如（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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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聯盟，使土地、工業與勞動，形成一種和諧之共存社會，試圖從不流血、不

革命中，建立起「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其後，於倫敦開辦「國

民公正勞動交易所」（National Equitable Labor Exchange）， 企圖以勞動券進行

產品交換，藉以廢除貨幣制度。（黃丘隆，1989：415）歐文被學者及社會主義信

徒譽為「英國社會主義之父」及「合作主義之父」。 

    歐文認為人格的形成，不在個人自身，而在社會環境之薰染，亦即所謂的「環

境決定論」；他認為一切財富皆由勞動與知識複合而生，而今日人類為取得貨幣

而營業，萬物以貨幣為評價基準，實有商榷餘地，此即所謂的「貨幣弊害論」；

他認為商人為了獲得利潤，在出售商品時會竭盡所能地哄抬物價，於是加重了消

費者的負擔，而中間商人不存在，生產卻依舊可以進行，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接

觸，便能滿足雙方之需要。歐文這種廢除中間商人，使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交易

之思想，日後便成為了消費合作理論的根源。（黃建森、林煌喬，1999a：8-10） 

歐文心目中充滿慈愛的社會制度，即為合作化社會，也因為他的慈愛與道德，讓

合作經濟學擁有「同胞經濟學」之雅號。 

二、持續發展的合作制度 

    如果說歐文是合作理論的建構者，那麼金威廉（William King,1786-1865）就

稱得上是合作方法的設計者。羅虛戴爾所成立的消費合作組織，在思想上雖承受

了歐文的觀念，但在方法上卻是受到了金威廉的影響。金威廉將歐文的合作理論

通俗化，並且具體指出消費合作社是實現合作社會的方法。 

    產業革命發源地英國，在歐文、金威廉的導引與努力下，促成了消費合作運

動的發軔，並逐漸將合作思想傳播於歐陸各國。法國的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畢雪（Philippe Buchez,1796-1865）、蒲郎克（Louis Blanc,1811-1882） 

在法國推展生產合作社，季特（Charles Gide,1847-1932）對消費合作社實現公平

價格及社會連鎖政策有所主張；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在德國推

展生產合作社，哈斯（Wilhelm Hass,1782-1854）及雷發巽（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1818-1888）主張農村信用合作制度，許爾志（Hermann Schulze 



我國中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經營問題之研究–法制與實況之對照  

 26

Delitzch,1808-1883）倡導建立民眾銀行與供給合作社，舒伯（Viktor 

Hurber,1800-1869）首創住宅合作社；義大利的呂查地（Luigi Luzzatti,1841-1927）

開辦農業合作社。（吳建德，1999：31-32）此外，愛爾蘭、北歐的斯堪地那維亞

諸國在農業合作制度方面的發展亦有成就。 

歐陸所推行的合作運動
12，隨著移民傳至了美洲新大陸；印度的合作制度則

因英國的殖民，於廿世紀初期傳入，再由印度傳播至亞洲大部分地區；西元１９

４５年後，新興國家脫離英、法殖民地而相繼獨立，合作運動便發展至亞、非各

地（隋玠夫、楊賜田，1974：3），且迅速地拓展開來。 

三、現代的合作 

近一五○年來，世界的合作運動已有長足的進步。特別是西元１８９５年在

倫敦國際合作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簡稱 ICA）成立之後，各種

合作社更加發展迅速，目前旗下的社員共有七億多人，全世界大約每兩個家庭就

有一個家庭家加入合作社為社員，因此 ICA可說是目前全世界世界最大的社會、

經濟運動組織。 

  然而，合作運動的發展並非全然如此的一帆風順。最近幾十年來，消費合作

社因為受到市場激烈競爭的衝擊，士氣大為衰竭。西元１９７３年，荷蘭的消費

合作社聯合社倒閉；６０年代以後英國的消費合作社，因為經營方式遠落後於行

銷現代化的潮流，市場的佔有率已由原先的１２%降至５%；在美國被稱為「希

望之星」的巴克萊消費合作社也於西元１９８８年申請破產；許多西歐和北歐的

國家也同樣發生消費合作社經營困難與成長停滯的問題。（胡忠一，1996：7-10） 

借用 Alexander F. Laidlaw於西元１９８０年的 ICA莫斯科大會上所發表論文

＜西元２０００年的合作社＞之言：「歐美先進國家的消費合作社，刻正受到第

一危機–「存在的危機」、第二危機–「經營的危機」、第三危機–「思想上的

危機」的交相威脅。」 

                                                 
12 歐陸所推行的合作運動，參閱「世界主要合作經濟組織起源與影響概況表」（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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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合作先驅思想要旨彙整表 

 

  項目 
人名 涵蓋範圍 基    本    主    張 目      標 

歐文 消費合作 

1.反對營利 

2.反對中間剝削 

3.財富由勞動與知識複合而生 

改革社會 

合作化社會 

金威廉 消費合作 

1.勞動階級才有財富 

2.工人以生產者身分結社 

3.經由聯合及儲蓄累積資本 

理想社會 

（合作化社會）

傅立葉 生產合作 

1.人與事皆成連鎖 

2.人、神、物相互調和 

3.提升勞動生產力，促進公平分配

4.籌設「佛廊軒」 

公平分配 

蒲郎克 生產合作 

1.反對競爭 

2.提倡結社 

3.籌設「社會工廠」 

合作原則 

取代 

競爭原則 

季特 消費合作 

1.利潤消滅論 

2.階級調和論 

3.實現公平價格 

4.社會連鎖政策 

合作化社會 

哈斯 信用合作 

1.提供弱勢農民貸款 

2.介紹農村使用電力及電燈 

  （具體作用） 

創立 

農村信用合作社

雷發巽 信用合作 
1.反對高利貸 

2.提升道德水準（重視賢良品行）

關懷貧者 

成立超越國界之

合作機構 

許爾志 信用合作 

1.試辦慈善性的貸款社及供應社 

2.購買社股一股即取得社員資格 

，且負無限責任 

創立 

城市信用合作社

資料來源：本表修改自黃建森，1991b，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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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世界主要合作經濟組織起源與影響概況表 

 

分 

 

項 

住宅合作社 生產合作社 消費合作社 農業合作社 

成 

立 

年 

代 

1830年左右 1831年左右 1844年左右 1862年左右 

發  

源 

地 

德 國 法 國 英 國 德 國 

主 

要 

發 

起 

人 

舒伯⋯等 
傅立葉、畢雪 

⋯等 

羅虛戴爾公平先

鋒社之廿八位社

員及金威廉⋯等

哈斯、雷發巽 

⋯等 

主 

要 

做 

法 

由無屋者共同集

資購屋，再以平價

出售或租賃給社

員 

由勞工共同集資

自辦工廠生產 

 

 

由消費者共同集

資自辦商店提供

消費 

 

由農民集資共組

自辦借貸產銷 

 

 

影 

 

 

 

響 

兩次世界大戰期

間，歐洲多數房屋

是在住宅合作社

的協助下建築完

成 

是工人自立的組

織，發展迄今，西

歐各國仍有，但比

重已不高 

 

消費合作社傳播

世界各地，成為當

今普遍存在的合

作組織之一 

 

以農業為主體的

國家相繼成立，農

村合作制度成為

部分國家農政的

一環 

資料來源：本表參修自賴建誠，1990，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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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合作制度的基本概念 

    要研究學校員生社，當然先得了解合作制度。本節從合作制度的定義與種

類、原則與功能等各方面加以探討，期能對於合作制度有較為清晰的認識。 

壹、合作制度的定義與種類 

一、合作制度的定義 

    尹樹生（1980，1-20）曾列舉世界各國研究合作經濟學者對「合作制度」的 

三種不同定義： 

（一）就「合作制度」而言，德國經濟學家 Liefmann曾說：「合作是以共同 

經營業務的方法，並以促成改善社員家計經濟或生產經濟為目的之經

濟制度。」 

（二）就「合作組織特徵」而言，美國合作事業學者 Baker的定義是：「合作

社是社員自有自享的團體，全體社員有平等的支配權，並以社員對合

作社的利用額為依據，分配其盈餘。合作事業是與私人企業及公營企

業均不相同的一種事業。」 

（三）就「合作制度的社會政策」而言，德國學者 Grunfeld說：「合作是中

小經營者基於自己意志的結合，由於共同對於經濟利益的追求，以實

現社會政策為目的。這種制度，在其活動的範圍內，排斥自由市場的

經濟。」 

此外，對於「合作社」的定義，則有多種看法如下： 

（一）美國著名的合作經濟學者家 Roy（1964：3）曾對「合作社」下如此之

定義：「合作社是一個為社員所有且由社員出資及管理，為社員本身

服務，並按交易額比例分擔風險及利益之自願性組織。」 

（二）世界百科全書（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1978）：「合作社是由一

群人志願參加，共同擁有，不是以營利為目的，而是為謀社員的福利

而結合的事業組織。」 

（三）中華民國合作社法（2002）第一條規定：「合作社謂依平等原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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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法人組織      AB

 

 
   AC 

 

 C       CD

民主組織  

        BD 

 

         D 

      互惠組織

         B 

企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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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社員人數及股金總額，均可變動之團體。」）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百科全書、合作法令等的看法，黃萬章（1993：11-12）

曾為「合作制度」下如此之定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群經濟的弱者，為了

避免中間的剝削或防禦大資本家的壓迫，以共同經營和民主管理的方式，結合成

以互助方法達成自助目的之經濟團體，以服務業務的利用者–社員。此種經濟制

度便稱之為『合作制度』，而其團體便稱之為『合作社』或『合作組織』」。 

    根據上述定義可知，「合作社是一種組織，同時具備法人組織、企業組織、

民主組織及互惠組織四種特性」（陳伯村、趙榮松，2001，15-16），茲以（圖

2-1）說明如下。  

 

 

 

     ABC                                            ABD 

 

合作社是：                                                       ABCD 

 

 

                                                    BCD  

       ACD 

 

 

           資料來源：本圖參修自陳伯村、趙榮松，2001，頁 16。  

圖 2-1 合作社組織性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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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法人組織：合作社乃依合作社法設立登記之法人組織。合作社是社團 

                ，是一種以「人」為基礎，志願結合而成的自治社團。 

  ２、企業組織：合作社是一種企業並且必須與其他企業在市場上競爭。因 

此，經營的效率與效果十分重要。 

    ３、民主組織：合作社是一種社員民主掌控的組織。包括社員入社、出社 

的自由；理、監事選舉產生以及理、監事職權之行使等，

皆符合民主精神。 

 ４、互惠組織：合作社是社員共同所有、共同利用、共同受益的組織。合 

作社業務之利用、盈餘之分配等皆符合此原則。 

二、合作社的種類 

    依據立法院最新修訂之合作社法（2002）第三條條文，將合作社依其業務性

質分為下列十二種： 

（一）生產合作社：經營各種生產、加工及製造之全部或一部分業務。  

（二）運銷合作社：經營產品之運銷業務。 

（三）供給合作社：提供社員生產所需原料、機具及資材等業務。 

（四）利用合作社：購置生產、製造及儲銷等設備供社員生產上使用業務。 

（五）勞動合作社：提供社員勞作及技術性勞務等業務。 

（六）消費合作社：經營生活用品之銷售業務。 

（七）公用合作社：設置住宅、醫療、托老及托兒等公用設備供社員生活 

上使用業務。 

（八）運輸合作社：提供社員運輸經營所需服務等業務。 

（九）信用合作社：經營銀行業務。 

（十）保險合作社：經營保險業務。 

（十一）合作農場：經營農業生產、運銷、供給及利用等業務。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種類及業務。 

   經營前項業務之合作社，除第十款外，為適應社員需要，得兼營或經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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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業務有關之其他附屬業務。 

此外，依據本法第四條條文，將合作社依社員所負責任，分為下列三種： 

（一）有限責任：謂社員以其所認股額為限，負其責任。 

（二）保證責任：謂社員以其所認股額及保證金額為限，負其責任。 

（三）無限責任：謂合作社財產不足清償債務時，由社員連帶負其責任。 

是故，合作社的種類，依合作社法可區分為三大類，如（表 2-3）。 

 

表 2-3  合作社種類分類表 

 

分    類    方    式 合  作  社  名  稱 

一、依「是否兼營其他附屬業務」劃分 
專營合作社 

兼營合作社 

二、依「社員所負責任大小」劃分 

有限責任合作社 

保證責任合作社 

無限責任合作社 

三、依「合作社之業務性質」劃分 

生產合作社 

運銷合作社 

供給合作社 

利用合作社 

勞動合作社 

消費合作社 

公用合作社 

運輸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 

保險合作社 

合作農場 

其他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繪。 

 

貳、合作制度的原則與功能 

一、合作制度的原則 

    羅虛戴爾合作社一直被視為是合作原則的孕育者，西元１９３４年及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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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年國際合作聯盟（ICA）大會討論復作成決議，將之歸納為七項，稱為「羅虛

戴爾原則」，是即：  

  （一）門戶開放。 

  （二）民主管理。 

（三）按交易額分配盈餘。  

（四）限制股息。  

（五）政治宗教中立。  

（六）現金交易。  

（七）重視社員教育。  

此外，復加上四個項目，是即：  

（一）社員專屬交易。  

（二）自願入社。  

（三）按市價交易。  

（四）創立不可分之社有財產。  

國際合作聯盟（ICA）認為一個理想的合作社應當遵循此十一項原則。  

西元１９６６年，鑒於合作運動之發展和世界合作組織結構改變，國際合作

聯盟（ICA）認為合作原則有重加修訂之必要，乃將原有的十一項原則研修簡化

為六項，改稱為「合作原則」；適用於各種合作社，而不以消費合作社為限。  

（黃建森，1989：4-5）  

    孫炳焱（1989：9-10）在關於「合作社六大原則的詮釋」一文中，對於六大

原則，有著相當精闢之說明，其詳如下：  

（一）門戶開放： 

有共同關係和共同需要的人，得自願入社，自由退社。但加入、退出

之自由，以不妨礙合作社整體之發展為限。 

（二）民主管理： 

合作社實行「一人一票制」，社員對合作社享有平等的管理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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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重視社員對業務的參與，避免職員攬權及事業優先，「擴大事業規 

模」和「社員的參與」應同時並重。  

（三）限制股息：  

為實現合作社公正分配，股息應予限制。資本足以提升勞動生產力， 

對出資者支付公正利率之利息。在合作組織中，資本服務於勞動，勞 

動不為資本或資本家服務，嚴拒按資本分紅。  

（四）盈餘攤還：  

基於公平分配及確保合作社非營利的服務本質，合作社盈餘為社員所  

共有，儲備充公積金及強化社員服務之設施外，應按交易額攤還給社

員。其分配係依民主程序由社員所決定。  

（五）重視教育：  

合作社應重視教育，對聘任人員施以合作教育及技能訓練，對社員及 

選任人員灌輸合作精神，訓練合作社民主營運所必須之知識，對社會  

大眾施予合作宣導。  

（六）社間合作：  

合作社為發揮組織功能，強化服務力量，應促進單位社與聯合社之合  

作，並加強異種合作社間之合作。  

  西元１９９５年，國際聯盟再次修訂合作原則為七項，第一至第三原則，係 

針對任何型態的合作社，其內部的動態而言。第四至第七原則，既規範合作社的  

內部作業，也規範合作社的對外關係。（陳伯村、趙榮松，2001：67）合作社的  

原則雖然增為七項，但是其本質與精神，係合作先驅者以來，一直延續下來的。 

茲將合作原則的演變，歸納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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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國際合作聯盟（ICA）合作原則演變一覽表  

 

國    際    合    作    聯    盟  
年  
代  

西元 1844 年  
羅虛戴爾原則  西元 1937 年  

合作原則  
西元 1966 年  
合作原則  

西元 1995 年  
合作原則  

項  
 
 
 
 
 
 
目  

 
門戶開放  
民主管理  
股息受限制  
按交易額攤還結餘  
政治與宗教中立  
現金交易  
重視社員教育  
社員專屬交易  
兩性平等  
市價交易，貨真價實  
合作社資本由社員認股  
 

 
門戶開放  
民主管理  
限制股息  
按交易額分配盈餘  
政治宗教中立  
現金交易  
重視社員教育  

 
門戶開放  
民主管理  
限制股息  
盈餘攤還  
重視教育  
社間合作  

 
門戶開放  
民主管理  
社員的經濟參與

自治與獨立  
教育訓練與宣傳

合作社間合作  
關懷社區  

資料來源：本表參修自陳伯村、趙榮松，2001，頁 66。 

 

二、合作制度的功能 

    一般來說合作制度具有經濟、社會及教育三方面之功能，黃萬章曾將其歸納

整理如下：（黃萬章，1993：17-18）  

（一）經濟功能  

     １、對生產者而言： 

組織合作社可以幫助中小經營規模者，獲得較大規模的的經營效益 

，減輕生產成本，以增加其收入。  

    ２、對消費者而言： 

透過合作社可以幫助其減輕消費支出，消滅中間商人的不當利益剝

削，以改善其生活。  

３、對勞動者而言：  

組織合作社可以幫助其減少中間資本家或工頭的超額利潤，提高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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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收入，以改善其生活。  

（二）社會功能  

    １、藉由「盈餘分配的社會化」，可減少因貧富不均所引發的社會問題。 

    ２、藉由「管理方式的民主化」，可有利於平等觀念及選舉制度的推行。 

    ３、藉由「推展自助互助觀念」，可使社員養成互助精神促進社會和諧。 

（三）教育功能  

１、合作行為是經由不斷學習而來的（學習論），合作知能的培養有助

於合作的行為（認知論）。 

２、藉由合作教育，一方面，可以使不知合作意義及缺乏合作經營經驗

者，能夠發展合作知能，克服經營之障礙；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已

參加合作事業者，能夠提升境界，以擴大合作事業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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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合作制度的理論基礎 
壹、 合作制度的理論研究  

  合作運動之初期，部分合作先驅具有改造社會之抱負。但是，當時只能說是

心理上之嚮往，尚不具有理論之依據。  

  為合作制度之理論研究奠定基礎者，首推法國季特（Charles Gide）。季特是

有名的經濟學家，曾系統化說明了合作運動的本質、效用、及其發展步驟與最終

目標。  

  季特主張一切經濟活動以消費為最終目的，一切亦應以消費者的利益為依

歸，且應由消費者予以主宰，為達此一目的，最理想的方法就是消費者自己組織

消費合作社。  

  二十世紀三○年代，合作制度的理論研究一直承襲季特的思想，並受其支

配。其後，因消費者合作理論無法解釋及分析農業合作組織，於是，理論研究之

領域必須擴大。在此等狀況下，佛格（G. Fauquet）及伊米諾夫（Ivan V. Emelianoff）

便另闢途徑發展新的合作理論。  

    有關合作制度理論研究的方向，比較重要者有三方面：  

一、 哲學面的研究：大抵強調倫理和道德的功用。  

二、 社會面的研究：認為合作組織是經濟弱者的結合，由於合作原則的採行  

         ，多少可以影響社會，甚至改造社會。 

三、 經濟面的研究：研究合作制度的效用，認為合作制度也是企業經營方式

的一種，單就經營效率或經濟效用，評估合作經營之優劣，視合作理論

為經營理論之局部。  

合作運動迄今僅有百餘年的歷史，合作理論則由萌芽走向發展階段，合作是 

一種經濟制度，大抵言之，研究合作理論可由浩瀚的經濟理論中「挖寶」。（黃

建森，1989：41-43）  

貳、 消費合作社適用廠商理論  

    我們知道，合作原則與一般廠商之經營原則有所不同，但是，合作組織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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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廠商同時存在於工商社會中，其經營過程難免必須與廠商相互競爭，甚或產

生衝突，特別是價格方面的競爭尤甚。就經濟分析的觀點，我們可以將消費合作

社視同為廠商，並以之探討消費合作社訂價之本質及必須要考慮的條件。  

假設消費合作社銷售單一產品，由（圖 2-2）可知，當消費合作社之營運量

介於 Q1與 Q4之間時，消費合作社有盈餘。茲將「盈餘」之公式，條列如下：  

   

盈餘＝總收益－總成本（π＝TR－TC）  

  ＝平均收益×營運量－平均成本×營運量（π＝AR×Q－AC×Q）  

  ＝（平均收益－平均成本）×營運量（π＝【AR－AC】）×Q）  

 

因為 Q1與 Q4之間的 AR＞AC → AR－AC＞０，所以消費合作社有盈餘。 

是故，當消費合作社之營運規模過小或過大時，都可能發生虧損之情形。  

   由於社員是合作社盈餘的最終收受者（取之於社員，還之於社員）。在經濟

學的廠商理論中，MR=MC 時，Q2 營運量所對應之總盈餘達到最大，如果營運量

超過 Q2，將使可分配盈餘減少，是故，社員務須調整對於消費者剩餘之追求觀念。 

  此外，Q3為員生社平均成本最低之營運量，此時，員生社之經營最有效率。 

最後，身為消費合作社的社員，在購買產品時，若僅基於一己之利益，希望

能夠買到產品的最低價格以節省生活開支，並謀求達到最大之消費者剩餘，此一

目標可在不使合作社蒙受財務損失之狀況下，由擴充營運數量至 Q5 達成，然在

此營運水準下，合作社之盈餘將不復存在。  

因此，在社員對於消費者剩餘之獲得與合作社盈餘之損失間，兩相權衡，其

最適經營水準為 Q4，此時 AR＝MC，消費合作社會將營運之價格水準訂為 P4。  

假定消費合作社之規模龐大，足以壟斷市場或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因私人

廠商為追求最大利潤之價格為 P2，而消費合作社之價格則為 P4，因此，合作社將

成為穩定市場價格的一股力量，促使市場價格局部調低（或不輕易調高）。（黃

建森，1989：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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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                    消費合作社最適營運規模  AR＝MC →  P4；Q4 

                                                       MC    

      P1                                                             AC 

      P3  P2 

          P5 

                                                                  AR＝P 

 

       利潤最大決定點                成本最低點                 

MR 

         0           Q1      Q2     Q3    Q5          Q 

資料來源：本圖改繪自黃建森，1989，頁 44。 

圖 2-2 消費合作社最適營運規模圖 

 

參、 消費合作社之目標 

消費合作社是在市場經濟中，以合作社為企業的主體，經營生活用品之銷售

業務，以服務社員的一種組織。黃建森於其所著合作經濟理論中，曾提及消費

合作社之目標如下（黃建森，1989：24-26）： 

一、 藉由「消費者的自主與團結」杜絕中間商人的剝削  

  在市場經濟中，部分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商人弱肉強食本應居於主腦地位的

「消費大眾」，再加上消費者如一盤散沙並受到市場資訊不足之影響，使得消費

者原有之主權淪喪殆盡，表現在經濟活動中，處處皆成為「接受者」（taker）而

非「決定者」（maker）。此外，經濟波動不定下，「通貨膨脹」經常成為消費

者的夢靨，消費者若不積極尋求自力更生而仰賴政府安排解決，百密難免一疏，

總會予以不法商人可乘之機。  

    季特認為利潤乃因供需定律而生，即是資本家獲得超出成本以上之價格。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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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利潤是剝削消費者之結果。  

而消費合作社成立之目的，就是要藉由消費者團結的力量與生產者抗衡，讓

消費者「多付」的部分，歸還給消費者，以減輕負擔。  

二、 藉由「生產與消費的連鎖」，避免發生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 

亞當斯密（Adam Smith）指出，「消費是一切生產的目的，生產者利益之照

顧，以有助於消費者的利益為限度」，消費合作社的最終目的在追求生產與消費

合一，既無「生產過剩」現象，也沒有「消費不足」的問題。 

三、 藉由「按交易額分配盈餘」實現公平價格 

  所謂「公平價格」乃指消費合作社中扣除「攤還金」以後的價格，即為公平

價格。公平價格的實現亦為消費合作社實施分配社會化的結果，其主因是消費合

作社將所獲得之利潤（攤還金），按交易額比例分配給社員，亦即所謂「取之於

社員，還之於社員」。如此，在進貨價格與銷貨價格之間，除了營業費用支出，

將不再有利潤的攫取。 

 

 

 

 

 

 

 

 

 

 

 

 

 



第三章  我國中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法制建構面向分析  
 

 41

第五節  我國合作事業的沿革及現況 

壹、我國合作事業的沿革 

一、我國合作運動的倡導 

（一）合作思想的引進 

近代的合作運動，濫觴於十九世紀，導源於西歐；合作思想與制度之傳入我

國，則可以追溯自民國紀元前後。孫中山先生為我國合作事業的先知先覺，早在

民國元年，即主張「將來中國之實業，建設於合作的基礎之上」
13。至於首先引

介合作思想、宣傳合作運動及實際倡導合作事業的合作學者、專家，則有覃壽公

（1877-1938）、薛先舟（1878-1927）、湯蒼園（1881-1931）、朱進之（1888-1923） 

、戴季陶（1891-1949）、陳果夫（1892-1951）及徐滄水（1895-1925）等人。其中

又以中國合作導師薛先舟先生及陳果夫先生之貢獻最為卓著。薛先舟先生係合作

事業知行合一之實踐者，亦為孫中山先生合作思想之繼承者；薛先舟先生辭世之

後，推展中國合作運動之責任，大抵加在陳果夫先生身上。（黃建森，1991a：

170-171）從樓桐孫先生所撰＜中國合作運動偉大的戰士陳果夫先生＞一文中，我

們可以體察陳果夫先生對於我國合作事業的卓越貢獻。 

（二）合作事業的推展 

   我國的合作事業，始於民國八年，當年薛先舟先生於上海創辦國民合作儲蓄

銀行，是為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典型。民國十二年，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於華

北一帶，協助農民，促進農業，作有計劃的推行農村信用合作社，成立香河縣第

一信用合作社，此為我國最早的農村信用合作社。至民國二十五年，合作事業的

發展已及於全國。 

  至於，消費合作社成立最早的是，民國七年的北京大學消費公社，抗戰以後，

消費合作社發展十分迅速。而工業合作社，創立於民國二十七年，在抗戰期間，

盛極一時。 

                                                 
13 詳見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81，＜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國父全集》第二冊，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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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二十九年，社會部合作事業管理局成立，為當時我國最高的合作行政機

構。民國三十年農本局改組，縣合作金庫，分由各國家行局輔導。抗戰勝利後，

成立中央合作金庫，並加強全國合作物品供銷業務，於是合作事業，在合作行政、

合作金融及合作業務三者的配合發展中，復見蓬勃之象。 

民國三十年底，全國合作社在數量上已達十七萬餘社，社員人數二千萬餘人 

，合作社業務的分配，農業生產佔２２.７%，信用合作佔２９ .５%，消費合作佔

２７ .６%，工業生產佔４ .８%，保險則佔２ .１%。（林逸撰，1955：336-337） 

二、台灣地區合作事業的建構 

（一）日據時期台灣地區的合作事業 

就我國合作運動而言，台灣地區合作事業的發展算是較為完整的。台灣現代

化合作經濟體制的建構，主要是立基於日據時期。台灣的合作經濟體系是隨日本

政府移植過來的，也就是說，這套體系是隨日本殖民而來的，並沒有經過像中國

大陸合作運動中的思想啟蒙與民間傳播過程，而是把日本的「產業組合法」直接

於民國二年（西元１９１３年）移用於台灣。（賴建誠，1990：231）同時，以

律令第二號公佈「台灣產業組合規則」三條，以區別台灣合作社之特殊性；同年

又公佈「台灣產業組合規則施行細則」三十二條，台灣各地分別成立信用、利用、

販賣、購買產業組合。其中信用組合方面，台北信用組合等依法成為合法之合作

組織，且陸續核准新設，並由城市推及農村，是日據時期台灣合作事業的主流。 

日據時期，台灣地區的合作組織屬於社團法人性質，可以分為四類，亦即土

地有關之組合、同業組合、產業組合、健康保險組合，其中產業組合又包括信用、

販賣、購買及利用組合，當時的日本政府透過組合組織作為政策推行的機構。  

五十年的日本統治過程中，合作社一方面是台灣人民政治性活動的場所，合

作社組織匯聚了地方優秀人才，在城市以信用合作社為中心，在農村則以農會、

農田水利會為主體；另一方面，也是日據政府藉以間接控制基層之經濟、社會及

政治活動之機制。光復迄今，台灣地區地方政治勢力之人脈關係，與日據時代合

作經濟體制仍有密切之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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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復後台灣地區合作事業的發展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國民政府頒佈「收復區光復區合作組織整理辦法」，

台灣地區合作事業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接管；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台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下設合作事業管理委員會，主管全省合作事業之整理與推

展。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台灣省政府決定將合作事業管理委員會升格，直屬省政

府，並由省主席兼任主任委員。民國三十七年六月，成立台灣省合作社聯合社，

建立台灣地區之合作組織體系；同年十一月，合作事業管理委員會改組成為台灣

省合作事業管理處，隸屬於省政府社會處（院轄市為市政府社會局；各縣市之合

作行政機構，則由社會科下設合作行政股，辦理合作行政業務）。  

    民國三十八年，為實施農業組織一元化，台灣省鄉鎮合作社與漁業合作社先

後被併入農會及漁會；機關、學校、工廠、部隊之員工（官兵）消費合作社，相

繼改為福利社。我國的合作運動遂陷入停頓狀態。民國四十一年二月，行政院核

定「全國合作事業推進綱領」，合作政策終於重新確定其發展方向。民國五十三

年十一月，中國國民黨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民生主義之現階段社會

政策」，鼓勵社區人民，以合作組織方式，辦理消費副業生產與運銷暨公用福利

事業；民國五十五年三月，九屆三中全會提案呼籲國人遵照中山先生推行合作事

業，以利民生經濟建設。（黃建森、林煌喬，1999b：4-7）民國六十九至七十八

年，台灣地區作事業的發展，就社數言之，消費合作社始終名列前茅。七十八年

底台灣地區消費合作社共有４ ,０８６社，其中學校員生社多達２ ,９８０社，佔

消費合作社總社數的７５ .７７%，此外，亦佔各類合作社總收的６４ .８８%。  

（黃建森，1991a：172）  

目前，台灣地區合作事業在中國合作事業協會及中國合作學社之宣傳及鼓吹

下，合作事業賡續發展，惟因合作機關主管層級偏低，合作理念未克普及，合作

事業之發展，遠不如預期的理想。 

貳、我國合作事業的現況 

當前我國合作事業的現況，詳如（表 2-5），由表中之數據分析，可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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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專、兼營」區分：約８９%的合作社為「專營」性質，「兼營」者

為數極少。  

二、依「社場數目」區分：「消費合作社」之社數高達４ ,０２１社，位居第

一位，約佔所有合作社的７３%；其次，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５%；

「合作農場」則以極少差距位居第三。  

三、依「社員人數」區分：個人社員人數前三名的合作社，分別為「消費合

作社」的３ ,７４７ ,５８８人，約佔所有合作社社員總人數的８８%；其

次，為「儲蓄互助社」的１８８ ,６５１人，再來才是「運銷合作社」的 

１００ ,６００人。 

四、 依「股金總額」區分：「儲蓄互助社」、「消費合作社」、「運銷合作

社」分別位居前三名。（信用合作社未予列入）因此，「消費合作社」

於國內合作事業中，無論在「社場數目」、「社員人數」及「股金總額」

等方面，皆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消費作社中，又以「學校員生社」

佔大多數。 

五、 全國性的「學校員生社」社數統計，自從省府精簡後，即付之闕如，目

前乃以各縣（市）社會局為統計彙整單位。茲以民國八十九年桃園縣合

作社場數為例說明（筆者自行依桃園縣合作社場名冊統計）：「桃園縣

學校員生社場數為２２２社，佔所有合作社場數３３７社之６５ .８７

%」。員生社規模雖然不大，但其聚沙成塔的力量，實在令人刮目相看。 

 

 

 

 

 

 

 



第三章  我國中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法制建構面向分析  
 

 45

 

 

 

 

 

 

 

 

 

 

 

 

 

 

 

 

 
 
 
 
 
 
 
 
資料來源：Download 自＜直轄市、縣（市）政府合作事業統計彙編報表＞，2004/2/4，  

《內政部社會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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