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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壹、合作制度的精華 

綜觀合作制度的內涵，筆者認為合作制度的精華所在，亦即合作社能否經營

成功的關鍵，在於下列三項： 

一、組織民主化： 

（一）門戶開放–社員是否自由入、出社？社員得否於規定內，自由認購股 

金？ 

（二）民主管理–理、監事是否依照規定選舉產生？各項會議是否按時召開         

，並按民主程序進行？ 

二、經營企業化： 

（一）服務熱忱–選聘任人員是否具備服務熱忱，並充分認知合作的意義？ 

（二）專業經營–選聘任人員是否具備專業知能，並樂於接受教育與訓練？ 

（三）講究效率–選聘任人員是否具備效率觀念，並將營運成本降至最低？ 

（四）主動創新–選聘任人員是否具備創新精神，並設法滿足社員的需求？ 

三、成果社會化 

（一）盈餘攤還–盈餘是否依規定比例處理？是否依社員交易額分配盈餘？ 

（二）注重公益–是否注重社員福利？公益金使用是否真正用於公益事項？ 

此外，合作教育是否落實實施？社間之合作是否順暢進行？亦都是重要的關

鍵。 

貳、合作制度的考驗 

從西元１８４４年世界第一個合作社31誕生迄今，合作制度已有１６０年的

歷史了。從合作制度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我們知道，合作思想的濫觴乃是對於

整個資本主義的反動，因此，人們組織或加入合作社的動機是為了「避免資本家

                                                 
31 世界第一個合作社為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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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迫害」。而今資本主義依然盛行，照理說，在這樣的環境下，合作制度應該蓬

勃發展才對，可是從事後觀點來看，事實似乎並非如此32。深究其因，應為資本

主義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為因應社會變遷之事實，已有了若干修正所致。 

晚期33修正後的資本主義被稱之為「新資本主義」。其主要特徵有：一、政

府、工會、企業三足鼎立，取代了原先企業獨大的現象；二；大量採用社會福利、

社會安全等措施，形成福利國家的風潮；三、跨越國界的企業體，隨著國際局勢

的變遷與經濟環境的改變而產生；四、資本大眾化取代過去企業家獨資的型態，

成為主流。 

因此，當「一、工會的力量增加，勞工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已得到較好的改善；

二、政府藉由直接徵稅方式重課富人的所得稅與遺產稅，貧富差距已漸有改進；

三、政府實施社會安全制度及社會福利措施，廣大勞工的生活已獲得較為妥善的

照顧；四、資本所有權分散，凡是擁有公司股票者，都是公司股東，資本已不屬

於少數人所擁有，公司所賺取的利潤，也可以按比例分配到各股東手上」時（黃

城、洪泉湖、黃惟饒、蕭揚基，2003：95），這些因素或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何

合作制度並沒有如預期蓬勃發展的原因。 

其次，針對「中間商人剝削」的問題，合作主義學者莫不主張「消滅中間利

潤」，甚至主張「讓消費者與生產者直接接觸」（黃建森，1991b：58），以為

解決。然而，環觀今日，「服務業」的產值佔先進國家整體 GNP34的比值已有愈

來愈高的趨勢，中介服務的型態也愈來愈多樣化。中間商人難道對於消費者都沒

有任何貢獻嗎？從經濟學的「生產理論」中，我們知道中間商人雖然不是「本源

效用」與「形式效用」的創造者，可是至少他們創造了「地方效用」、「時間效

用」與「產權效用」。（廖榮野，1988：146）另外，交易是出於「自願」而非

                                                 
32 詳見胡忠一，1996，＜先進國家消費合作社營運現況與問題＞，《合作發展》二月號，頁 10。 
  「消費合作社運動低迷的情形不僅發生在歐洲，在北美洲的美國與加拿大也到處可⋯」 
33 晚期的資本主義乃指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迄今的資本主義，其主張有「福利國家的提出」和「社會安 
全制度的建立」。 

34 詳見高希均，1987，《經濟學的世界（增訂版）》，台北：經濟與生活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561。 
  GNP乃指國民生產毛額：一個經濟體系中一年中所生產出來最終財貨與勞務之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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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在交易過程中「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的存在，同時讓買賣

雙方皆能獲得一定程度的滿足35。是故，交易過程並非僅有賣方得利，而是買賣

雙方 

得利。因此，中間商人似乎未必除之而後快！ 

此外，合作社經營的「效率」是另一最被詬病之處。照理說，在合作社法第 

七條「合作社的經營得以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的保障下，合作社的經營應比一 

般公司行號更為容易且更為蓬勃才對。然而，事實亦非如此。環顧現今零售市 

場的大型量販店（家樂福、大潤發等）、連鎖性便利商店（7-11、全家、OK、萊

爾富等），同樣是向上游生產廠商進貨後再銷售給消費者，上述業者藉由擴大經

濟規模等方式，獲致高度的成長與發展；而員生社社數雖然更多，卻大都停留在

單打獨鬥階段，喪失聯合所可能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員生社在「商品種類、經

營型態、動線安排以及便利性、服務性的提供」上，都遠遠落後於市場上的競爭

者。當合作社受法律「保障」的同時，「束縛」（交易對象、區域、售價、品項

等）通常亦隨之而至，真不知這「保障」究竟是合作社的「得」或「失」？ 

筆者並未懷疑合作先驅們為解決當時經濟弱者的困境所懷抱的理想及所提

出的做法，也無意全盤否定合作制度的價值。然而，上述的觀點，是本人於研究

中所產生的疑慮，亦盼能對現今消費環境下的合作制度覓得更佳的經營之道。 

參、員生消費合作社的殊異性 

  學校員生社是「消費合作社」的一種，卻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種，它與一般消 

費合作社間存在著許多差異，茲將其殊異性，說明如下： 

一、社員（教職員工）人數佔成員的少數，預備社員（學生）人數佔成員的

多數。（其他類型合作社並未有所謂的預備社員） 

二、社員及預備社員成員固定，除新學年度固定的新聘教師及新生入學外，

額外的招募不必也不太可能。 

                                                 
35 詳見（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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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圖參修自高希均，1987，頁 484。 

圖 5-1  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圖 

 

三、合作社成員的多數（預備社員），擁有極少的權利；合作社成員的少數 

（社員），卻擁有大部分的權利。 

四、預備社員與社員在身分上，處於極不平等之狀態。（教師社員掌握預備

社員的獎懲權、分數權） 

五、業務經營範圍受到頗多限制，不僅「營業對象」受限，連「營業區域」、

「商品品項」、「營業時間」等，都受到限制。 

六、必須在下課十分鐘內，消化完超過員生社所能容納的社員交易量，擁擠、

搶購幾乎已成為常態，其餘大部分的上課時間，則未有任何交易。 

七、一個營業年度，扣除寒暑假及例假日，真正的營業日，不到２００天。 

八、不必支付或以極低的價格支付場地租金及水電費。 

九、必須代辦學校委託辦理之業務。（服裝、教科書、餐盒等） 

十、一般來說，經濟規模大小與學校教職員工生人數成正相關，而營業額之

高低亦與預備社員零用金之多寡成正相關。 

十一、在封閉的校園區域內，幾近成為商品販售的「獨占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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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聘任人員大都為兼職而非專職。（少數事務員例外） 

十三、監督單位眾多且重疊，除社內之監督外（理、監事會），尚須接受學校 

      （校長、總務處、學務處、教務處）以及政府機關（教育主管機關、縣（市）

政府社會局、環保局、衛生局）等之監督。 

  上述員生社所存在的殊異性，讓員生社在業務經營上，一開始就受到諸多的

的影響與限制。尤其是第三、四項，容易導致預備社員的需求被忽略，權益受損

害；而第二、五、六、七項，則讓員生社的營業業績與範疇受到侷限。至於，第

十二項、讓員生社各項工作的專業度受到影響；而第十三項，則讓員生社的經理

在面對眾多單位的督導時，有窮於應付之感。最後，個人認為影響員生社經營好

壞的重要關鍵，實為第十項－經營的規模。 

    一般而言，企業的經營規模愈大，愈有競爭力，所以，一般企業通常都會設

法擴充生產規模，以求長期成本的降低。然而，員生社的經營並非能夠全然如此

的不斷擴充。主要的原因在於學校的成員人數十分固定，而且，短期間內學生的

零用金異動不大，所以，要擴充營業規模，並不容易。是故，「如何追求員生社

的最適當經營規模？」，可能比「如何擴充員生社的規模？」，更為重要。 

    員生社對於適當經營規模的追求，應考量損益平衡分析。員生社達到損益平

衡點的規模，是員生社要維持永續生存之最小規模，也就是說至少達到損益平衡

的營業額，才能損益平衡，員生社才能發揮它的功能，達到服務社員的目的。（邱

碧珠，2003：11-12）所以當各校的地點（城鄉）、學生年齡層、學生人數等不

同時，員生社之最適經營規模就會有所不同。 

因此，不同社間理、監事之出席費、聘僱人員之多寡、薪資水準之高低以及

營運之方式，都會因為最適規模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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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從民國４４年台灣省政府通令各級學校成立員生消費合作社36迄今，員生消

費合作社的設立，已有近五十年的歷史了。員生消費合作社對於我國中小學學生

在校期間日常生活需求的滿足，的確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學生的需求已日趨多樣化，再加上市場上競爭者進

步的迅速，益發凸顯了員生社經營的困難及進步的緩慢。 

對於員生社如何振衰起弊、健全經營，筆者有如下的建議： 

壹、對於政府主管機關的建議 

一、重訂增修法令規章 

（一）現行合作社法之性質為「綜合立法」37，各種不同業務性質之合作社， 

皆受同一法律之管轄（信用、保險合作社例外），自難完全適合，建議改採「專

業立法」方式，以使法條的規範更加貼切適用。 

（二）合作社法中並無「預備社員」之名稱，亦無與其相關之權利、義務規

定，唯一提及「預備社員」名稱並規範其權利與義務關係的行政命令為「台灣省

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改進要點」。然而該要點已因精省，自民國八十八年七

月一日停止適用。內政部原欲訂頒之「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輔導要點」，迄今仍

未頒佈。建議內政部加快訂頒該要點之腳步，以使學校員生社之經營有所依循，

並使預備社員之權益不致受損。 

（三）合作社法第８條「合作社非有七人以上，不得設立」之規定，建議將

人數提高。因為人數太少，不符合經濟規模，員生社將很難經營。 

（四）合作社法第１３條第３款，關於社員消極資格之限制部分，建議將原 

「吸用鴉片及其代用品」條文，增列學校「春暉專案」中所列入之違禁毒品項目。 

例如：FM2、搖頭丸等。  

                                                 
36 詳見溫騰光，1990，頁 52-58。 
37 詳見易天文，1991，＜合作立法面面觀＞，《逢甲學報》第二十四期。頁 323。 
   合作事業的「綜合立法」，為僅採行一種合作社法，作統領各類合作事業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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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合作社法第２２條「社股年息不得超過一分，無盈餘時不得發息」。 

  建議將股息與銀行利率，建立連動之關係。否則以現行利率水準觀之，「一

分」似乎有點偏高。 

  （六）合作社法２３條乃相關理、監事之選舉問題。為利經驗傳承，建議讓

理、監事之改選，每次改選員額之半數。 

  （七）合作社法第２４條前項「合作社盈餘，除依前條規定提出外，其餘額

之分配，以社員交易之多寡為標準」。現行員生社大都無法做到，在未能達到此

要求前，建議至少以「班級」為單位，將盈餘分配到各班。 

二、最小前提條件策略 

建議縣（市）政府主管當局在審查員生社申請設立的過程中，除要求其必須 

符合法令所規定的事項外，仍應要求其符合最小前提的條件。例如：相關人士的

動機與所受過之教育訓練、發起中員生社的預期獲利能力以及委員會之資格等。

假設這些前提條件並不符合。則這些籌備中的員生社將不准成立；若這些條件都

符合，則員生社即可註冊登記。（梁玲菁，1994，23）能夠如此，才能可望員生

社在沒有政府的支持和控制下，即有自己的生存能力。 

    三、多加輔導減少管控 

    若政府經常以強大力量影響合作社的目標及決策形成，其結果將會造成與合

作社社員利益與目標的衝突。（梁玲菁，1994，22）「員生社販售產品品項被限

制」便是一例，社員的感受是需求滿足被剝奪；員生社則覺得被綁手綁腳，營業

額減少。在經濟已高度自由化下，政府將所謂維護學生健康的「美意」化成「控

制」員生社販售產品品項的手，伸入學校員生社之經營，這樣的做法，除了限制

了員生社的發展外，也讓一般社員（預備社員）將員生社視為一個準政府組織，

而此印象的確阻礙了社員確信合作社自助的動機，結果是社員對員生社不滿、失

望、不信任與冷漠不關心。 

四、成立示範員生社場 

不同經營規模之員生社，其營運之方式各有巧妙不同。建議縣（市）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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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將所轄區域內之員生社，依社員（含預備社員）人數之多寡，區分為三至

五種不同之經營規模，然後每年依序選擇其中一種經營規模之員生社，藉由競賽

獎勵方式進行觀摩評比，再將成績優異者，列為「示範社場」，以供同樣規模之

其他員生社當作問題諮詢與業務觀摩之對象。甚至，成立「標準化示範社場」，

將其所需之營業設備、動線安排、產品品項以及工作人員所需具備之專業知能及

服務態度等，都予以規格化、標準化後，再行推廣至其他員生社，以建立員生社

在學生心目中的社場（企業）形象。個人認為這樣的做法不僅較為公平，也較具

觀摩及參考價值。 

五、簡化文書作業程序 

依據合作社法規定，員生社應向主管機關申辦和報備之文書表報及各項會議

資料，著實不少。若能簡化這些文書作業程序，而投入更多專注於員生社的業務

經營，定能讓兼職人員的工作負荷大幅降低。令人欣慰的是，內政部刻正推行合

作管理資訊化的工作
38，對於其所預期達成的下列目標，我們樂見其成且拭目以

待。 

（一）統籌建置全國各縣市共通性的合作行政管理暨合作事業輔導資訊系

統，以符合地方的業務需求，達成資訊共享之目標。 

（二）逐步推廣合作行政管理暨合作事業輔導資訊系統於各縣市政府，以提

供完整資料，供查詢、統計、分析及決策使用。 

（三）規劃建立合作社場、團體、組織資訊網站，供各級主管機關、與一 

般大眾經由網站連繫合作社場、團體、組織，進一步瞭解合作事業功能。 

六、輔設縣批發聯合社 

    營業規模較小之員生社，因進貨數量有限，與廠商的議價空間被壓縮，導致

產品進價過高，銷貨毛利十分有限。建議於各縣（市）成立縣級之批發聯合社，

專司員生社之聯合進貨工作，以壓低單位社之進貨成本，增進社員之福利
39。 

                                                 
38 詳見內政部社會司合作行政管理系統。（網址：http://www.moi.gov.tw/div8） 
39 此做法十分類似目前部分縣市政府統一與廠商議價學生平安保險及教科書價格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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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場納入建築計劃 

  學校新建時，建議教育（學校）當局考量新設學校之規模，將員生社社場納

入學校之建築計劃中，並務必考量社場之大小、區位之適中、廠商運送貨品之難

易度、社場之用電需求、通風性及明亮度等，以使員生社之設立能夠符合各該學

校所需。至於，老舊學校則由公積金中提列經費，逐年改善賣場設施及設備，或

請主管機關寬籌經費予以補助。目前因為「小班小校」政策的實施，許多歷史久

遠的國民中小學，剩餘教室頗多，員生社實應藉此大好機會，順勢調整。 

八、多元層面辦理研習 

員生社之經營，需要具備許多不同層面的能力。因此，建議研習之辦理，能 

考量不同層面之需求。「法令制度」、「社場管理」、「會計出納」、「資訊管

理」、「食品衛生」、「合作教育辦理」、「消費者保護」、「如何辦理招標」、

「成本管控」等，都是可以納入安排研習的項目。 

九、評鑑方式力求公允 

合作社場之評鑑，常因業務別之不同，導致經營成果標準不一而難以進行。

即便是業務相同的員生社，其經營結果也常受限於社場規模、城鄉差別、文書能

力等，而有所差異。因此，評鑑標準之統一訂定，不易也不宜。建議主管機關於

評鑑前，先依「業務性質別」區分，然後按其社數多寡，比例分配「優等、甲等、

乙等⋯」之社數。最後，再將同業務性質之合作社依經營規模區隔後，再行評鑑。

如此應能顧及較廣層面，且較小規模員生社之工作人員，亦有獲得表揚鼓勵之機

會。 

十、加強合作社間聯繫 

我國合作事業缺乏堅強之聯合組織，社員與聯合社間縱向業務未能暢通；合

作社間橫向合作亦少聯繫，致使業務無法密切配合，產銷間價差無法縮小，融通

資金不易取得，合作體系未能健全發展（黃建森、林煌喬，1999b：9）。因此，

期盼政府加強輔導鼓勵合作社間之聯繫與合作。 

貳、對於學校教職員工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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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正確合作認知 

長久以來因為錯誤的認知，導致許多似是而非的觀念產生，亟須修正。例如： 

（一）「員生社是少數教職員工的員生社」→「員生社是所有教職員工生的 

員生社」、「社員是員生社的主人，聘任人員是員生社的僱員」。 

（二）「員生社為福利社，其盈餘是用來照顧教職員工之福利」→「員生社 

不是福利社，其盈餘除分配股息外，有一定的處理方式。」 

二、建立校內輪值機制 

「學生是學校的主體，沒有學生就沒有老師」，學生在校期間的一切行為，

學校都有教育之責。因此，與其逃避兼職工作不如抱持服務熱忱，勇於學習員生

社之經營。部分學校在員生社營運多年後，已建立起一套輪值機制，在不違反合

作社選罷法規定下，理事主席由學校各學科老師輪流當選擔任，並由該學科推派

經理以為配合。這默契避免了理事主席及經理難產之狀況，亦可作為參考。 

三、加強實施合作教育 

「合作教育」是讓學生認識合作制度的重要學習活動。其實施之方式，除了 

將「合作週」列入學校行事曆中正式辦理外，亦有其他許多實施方式。例如： 

（一）新生訓練時，將員生社的介紹納入新生「認識校園」活動中。 

（二）平時亦可與各處室合辦或自行辦理下列活動： 

１、與教務處合辦：作文比賽（合作內涵）、書法比賽（合作標語）。 

２、與學務處合辦：運動會、各項體育競賽（合作盃壘球賽、排球賽等）。 

３、與圖書館合辦：查資料比賽、社區讀書會、影片欣賞等。 

４、與輔導室合辦：合作成長團體等。 

四、社員大會獨立召開 

多數學校常將社員大會併入校務會議召開，以至於社員大會常因時間不足， 

或教師們已經十分疲累而流於形式。建議將員生社社員大會與校務會議分開舉行 

，且邀請各班學生代表參加。大會舉行時，員生社可準備茶點招待，同時理事會

應事先印發大會手冊，以利會議程序進行。大會手冊之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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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以讓員生社的每位社員及學生代表對於本社的經營策略及運作情形一目了

然，使人人產生認同感，進而自願為社效命。（陳西旋，1994：56） 

（一）上年度之收支決算。 

（二）上年度之業務工作報告。 

（三）本年度工作計劃。 

（四）本年度工作預算。 

（五）討論提案。 

五、定期公告營運狀況 

  通常年終決算時，理事會才會編制會計報表，並在社員大會公佈員社之營運

狀況，平常監事審查帳目，大概都在月末結算時，但是，往往只有少數理、監事

參與。若能在每月結算時，編製簡單的會計報表，分送各班或公佈周知，一定會

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六、師生共參決策過程 

學校的制服或簿本，若能從設計開始到公開招標、決標；甚至到進貨、發 

貨過程，都充分讓師生參與，（溫騰光，1990，57）則新聞上所出現對於制服及

簿本售價過高的怨言
40，才有停止的可能。 

七、加強社員意見反應 

預備社員除於社員大會外，亦得於理、監事會議；班聯會、畢聯會、員生社 

網頁留言欄、校刊、員生社意見箱等許多地方，對員生社提出意見與建言，以供

社方改進參考。 

八、注意社場環境衛生 

員生社所販售之食品、飲料、餐盒等，攸關教職員工生之健康甚鉅，是故， 

員生社場之環境衛生十分重要。除應注意社場之安全與衛生外，社場之明亮度、

通風性等亦應注意，此外，冷凍設備與保溫設備是否符合規定，食品是否過期都

                                                 
40 詳見中央日報電子文教報「大黑店高價賣制服」。http://www.cdn.com.tw/live/2002/05/11/text/910511e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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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特別注意。  

九、資源回收再生利用 

    員生社所進貨之商品，應以不過度包裝並符合環保需求為要，員生社並應設

置餿水筒、資源回收區等，以配合學校之資源回收及衛生工作。部分學校由校內

之學生公益社團負責資源回收工作，再將資源回收之收入用來從事回饋社區、關

懷鄉里的活動，一直頗受好評，也值得推薦效法。 

十、校長支持員生社務 

校長雖無法擔任員生社之理事，但是其對於員生社營運之成敗實具有關鍵性 

之影響。建議校長大力支持員生社之業務，並體諒員生社兼職人員之辛勞，將其

視同為學校行政工作之一環。尤其是經理之授課時數，誠盼能夠有所減免。 

參、對於選聘任人員的建議 

一、提升自我專業知能 

員生社的經營需要具備多元的專業能力，例如：管理、資訊、會計、行銷、

法令、食品衛生等，因此，擔任員生社之選聘任工作者，應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

知能，以為因應。 

二、加強改進服務態度 

學校是教育的場所，而員生社所應注意到的教育有：生活教育、衛生教育、

環保教育、消費者教育等。所以下課時間，即便再擁擠，也應引導要求社員排隊

購買。至於，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至為重要，不要忘了「學生是員生社的顧客，

顧客至上」。更別忘了「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也是教育的一環。 

三、明訂社務工作流程 

員生社之工作有其一定流程，不同職務者之工作執掌亦有所不同，如能將員 

生社之工作流程及負責人員之工作執掌明列，則對於工作之完成、責任之歸屬、

工作之交接都能有所助益與釐清。（請參考附錄十） 

四、建立可行經營模式 

    員生社經營規模之大小，直接影響營運之方法及選聘人員之人數及待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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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預先衡量員生社的收支平衡點，再由此點儘可能壓低經營成本以利員生社之生

存。規模較小的員生社不妨採用販賣機販售方式以降低人事成本，或將產品品項

減少以求每種品項販售數量增加之方式，壓低進貨成本。 

五、傳承社務工作經驗 

員生社之選聘人員常因選舉因素而異動，因此，經驗的傳承十分重要。若能 

建立傳承制度，且於交接時移交明確，如此，對於後繼者應有定心之效果。否則， 

交接不清，工作又未能傳承，當選者會產生放棄之念，實在可以理解。 

   六、勇於服務創新業務 

  隨著時代變遷，行銷導向已由「生產導向」、「銷售導向」轉為「關係行銷

導向」
41。然員生社的業務經營卻仍十分保守，「守株待兔」的營業方式幾乎未

曾改變。若能藉由意見調查，了解教職員工及學生之需求所在，主動提供多元服

務，員生社之業務方有順利拓展之機會，社員的需求也才有更多滿足之可能。 

  七、會計工作委外處理 

  員生社之財務工作中，「會計」為專業之工作，若社員中無人有此專長，或

員生社之財務狀況無法支撐聘任專、兼職會計之薪資，委外記帳應是可以嘗試的

做法。現行的代客記帳服務業者，收費合理，且較為專業。要注意的問題是，其

與司庫的配合較難及時，且理、監事會議及社員大會的召開，對方能否派員準時

出席？皆應於簽訂委託契約前議定完畢。 

八、引進資訊管理系統 

為讓盈餘確實能按交易額分配給社員，交易紀錄的登錄便成為不可或缺之工 

作，然而下課時間十分短促，要一邊交易、收錢，一邊登錄金額，幾乎是不可能

之任務。因此，引進無現金交易系統，協助交易之登錄，便成為必然之選擇。 

九、守法經營合作業務 

                                                 
41 詳見 Robert M. Morgan & Shelby D. Hunt,（1994）,”The Commitment-Trust Theory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Journal of Marketing,20-38. 「成功的關係行銷需要承諾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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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生社之工作，對於大多數教職員工來說乃屬於兼職性之工作，若因不熟悉

法令而觸法，輕則被罰，重則擔負刑責，實在划不來。是故，守法經營業務十分

重要。 

  十、勤於參加觀摩研習 

  專業知能之提升，通常必須藉由教育訓練來達成，因此，選聘人員應勤於參

加合作知能研習，以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此外，觀摩他社之經營方式，常有許

多可供借鏡之處，亦應把握機會多多參加。 

肆、對於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近來，廢除員生社之呼聲四起42，依據楊玉珍之研究，有６９%之理事主席認

為教師贊成廢除員生社；有７８%的理事主席認為員生社應由類似 7-11、全家、

萊爾富等合格商店經營；但是，又有７８%的理事主席認為當學生之早餐、午餐

供應無虞時，員生社仍有存在之價值。（楊玉珍，2003：78）這些數據，或許可

以解釋為，員生社的價值與理念是被肯定的，但是，多數教師卻缺乏經營之意願

與能力。 

當了解前述員生社之殊異性後，便利商店是否願意接手經營？其實仍有待時

間考驗？同樣嚴格限制商品的品項，廠商是否仍然有利可圖？學校應向廠商收取

多少租金及水電費或以多少價格招標出去？外包之收入，如何使用處理？廠商追

求利潤過程中，如何限制其產品訂價過高？產品品質如何確保？校方之委辦事項

誰來接手？廠商營業人員之言行，是否須受學校規範？誰來監督？此外，規模較

小未達經營效益之小學校，廠商若因無利可圖，不願接手，誰來處理？學生權益

誰來確保？⋯仍有許多問題有待解答。 

委外經營是否為靈丹妙藥，一服萬事解？希望有興趣研究者，尤其是具備合

作經濟專長者，接續研究腳步。 

 

                                                 
42 詳見吳佩玲，2004.8.8，＜福利社打烊，超商要卡位＞，《聯合報周日版》版 B8。 
  「大園過小校長建議開放進駐以闢財源；桃縣府、業者樂見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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