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伍章  個案研究 

本章將先探討個案組織推動共同購買的經過、組織型態與運作的

現況，再根據本研究由理論所推導的架構加以分析。 

第一節 個案報導：主婦聯盟之共同購買 

一、主婦聯盟設立共同購買專責中心的經過 

「共同購買」的概念，開始於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

會，也可以說「主婦聯盟是共同購買的母體」（賴青松，2002：334）。

主婦聯盟基金會多年來在推動環保、綠色消費的過程中，深切體認如

果要使生產者生產健康、安全又環保的東西，必須先要有具備環保、

綠色消費意識的消費者，並且這些消費者應凝聚起來形成一股力量，

因此乃有結合消費者共同購買的構想。 

1991年 7月，主婦聯盟組團前往香港參加「世界消費者組織聯

盟（IOCU）」的第13屆大會，接觸到當時已有二十多年共同購買運動

經驗的「日本生活俱樂部
25
」，並經過數次交流、實地觀摩之後，深覺

共同購買在台灣也有發揮的空間。於是在1993年1月嘗試了「米」

和「葡萄」的共同購買，揭開了共同購買的序幕。自1993年初到1994

年5月間，由主婦聯盟基金會消費品質委員會嘗試在辦公室一角開始

運作，集結會員組成「班」，一起訂購米、穀類等食品。然而，當訂

購量開始增加，不但超過了消費品質委員會的負荷，也影響了主婦聯

盟基金會會務的正常運作。因此才決定將共同購買的事務，獨立於主

婦聯盟基金會例行會務之外，讓有意經營的成員投入運作。 

由於當時受限於法令，無法成立全國性合作社，乃由一群具有共

同理想，願意將「共同購買」經營成為一市民事業的朋友們，以公司

的型態、合作社的精神，組成了「台北縣理貨勞動合作社」以及「綠

主張股份有限公司」，從事會員組織、接洽生產者、配送物流、編輯

資訊等工作。雖然當時採用公司的經營方式，但實質運作上則是以「非

營利」為原則，亦即所有的股東於年終僅支領股息，不支領股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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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本生活俱樂部於1965年成立於東京世田谷區（賴青松，2002：374）。 



這樣的模式運作了幾年，但終究是以公司的組織來營運，與理想的型

態仍有差異。為落實以社員為主體的合作社運作模式，創造台灣第一

個以環保、健康、安全為訴求的消費合作社，經過不斷的努力，終於

在 2001年 11月順利轉型為「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

社」。 

二、組織簡介 

主婦聯盟推動「共同購買」的過程中，組織運作亦隨之調整。從

一開始的「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到現在的「有限責

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經歷了幾個過程與變化，參見表

5-1-1。 

表 5-1-1 推動共同購買過程的組織型態 

組織型態與名稱 成立時間 成立原因 尚待解決的問題 
主婦聯盟基金會

消費品質委員會 

1991年5月 以環保人的立場來推動

綠色消費。 
♦ 

♦ 

♦ 

何種經營體的模式，最

符合發起的理念？ 

「共同購買」所具有的

營利組織性格，應否與

主婦聯盟區分獨立？ 

消費品的選擇標準問

題。 

永和市潭墘社區

合作社 

1993年6月 解決基金會是否營利的

問題，並以社區合作社

作為共同購買的事業實

體，負責分裝、配送的

勞務，而主婦聯盟繼續

負責綠色消費理念的宣

導，消費品質委員會則

負責產品開發及合作教

育的工作。 

受相關法令的限制，社區

合作社不能越區提供服

務，所以無法滿足全國各

地的需求。 

倉儲中心（中和）1993年10

月 

提供日增的物流配送作

業 

 

台北縣理貨勞動

合作社 

1994年5月 承攬分裝、倉管的作

業。 

對於進出貨的生產者與會

員，無法提供交易憑證（因

為沒有資格辦理進出貨的

買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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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推動共同購買過程的組織型態（續1） 

組織型態與名稱 成立時間 成立原因 尚待解決的問題 
生活者有限公司 1994年底 以變通的方式解決無法

提供交易憑證的問題。

多頭領導的組織型態，最

後於 1995年 12月與共同

購買分離。 

士林好所在 1994年11

月 

延續社區合作的精神，

採社區民眾集資共營的

方式。 

集資成員雖屬同社區，但

對共同購買的認知不同，

瀕臨解體。 

台中綠色生活共

同購買中心 

1995年7月 延續社區合作的精神，

採社區民眾集資共營的

方式。 

集資成員多以原有主婦聯

盟的既有社群為班底，因

此經營穩定。 

綠主張股份有限

公司 

1996年5月 為了彌補生活者公司脫

隊的影響，由消費品質

委員會邀集二十多位會

員集資成立。 

綠主張公司與理貨勞動合

作社之間的組織定位不

清，常有爭論。 

綠主張共同購買

中心26（三重） 

1996年7月 因應不斷成長的蔬菜班

業務量所設置的配送中

心，同時容納中和與士

林的乾貨、生鮮配送業

務。而士林好所在除當

作第一個共同購買的社

區取貨站外，也兼具共

同購買運動的社區發展

據點。之後，該中心就

成為共同購買的主軸。

公司的組織結構仍不是共

同購買的理想，無法落實

經營非營利事業的目的，

以及達到共同參與的理

想。 

興隆取貨站 1998年8月 為第一家的取貨站。主

要是當時外界的有機商

品熱潮漸退，以及有機

業者競爭轉趨激烈，因

此鼓勵資深的班長或班

員提供家中的場地，作

為展售共同購買消費材

的取貨站，不但提高共

同購買的能見度，同時

也能切中台灣人「眼見

為信」的消費習慣。 

取貨站的發展過快，產生

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例

如取貨站的分布不平均

（北區的取貨站太多，其

他地區太少）、工作人員對

理念的認同與工作訓練

等。 

 

                         
26 「綠主張共同購買中心」是台北縣理貨勞動合作社與綠主張股份有限公司的結合，實質運作則

是以非營利為原則，所有的股東於年終僅支付股息，不支領股利。由於公司型態的營運主要是追

求利潤，因此常會取捨於營利與理想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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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推動共同購買過程的組織型態（續2） 

組織型態與名稱 成立時間 成立原因 尚待解決的問題 
有限責任台灣主

婦聯盟生活消費

合作社 

2001年11

月 

為合乎法令與共同購買

的精神，轉型為全國生

活消費合作社。 

共同購買涉及買賣交易行

為，易讓人有營利的印

象，對基金會產生困擾。

因此合作社是否需要更

名？並與基金會分離？ 

資料來源：整理自賴青松（2002）、主婦聯盟月刊、以及本研究人員

訪談。 

過程中，主婦聯盟共同購買到底要以何種形式存在？卻是經過了

冗長的討論與修正，才慢慢形成了目前的型態。從表5-1-1可以看出

主婦聯盟推動共同購買的一貫精神、理念與脈絡，在這些過程當中，

實以主婦聯盟的中心理念所引導，過程中的組織均為解決當時需要而

產生的過渡性組織，最終以合作社將主婦聯盟推動的一個共同購買的

理想，轉變成為可以實際去操作的經濟實體（A-3，618-619）。 

目前的分工模式是，（1）主婦聯盟基金會基於環保、綠色消費、

主婦自主創業、本土農業、親愛土地等觀點，作為共同購買觀念的啟

迪，但不涉及共同購買的實務；（2）主婦聯盟合作社則是以社員為主

體的共同購買實體。 

主婦聯盟基金會與主婦聯盟合作社這兩個組織間保持結盟的關

係，在人事、財務與工作上是各自獨立運作。因此，本研究所探討之

「共同購買」，將以「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及「有限

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這兩個組織作為主要探討的對

象。 

（一）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1. 成立經過 

1986年的年底，也正是蘇聯車諾比爾核能電廠事故發生的同一

年，一群家庭主婦有感於台灣環境污染的惡化，決心從自身做起，改

善周遭環境品質、提升生活素質，使下一代健康、安全的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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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27
1月6日，成立「新環境主婦聯盟」，隸屬於當時的「新環境

雜誌社」。這是第一個台灣婦女成立的環境保護團體，其主要的目的

是「結合社會人士的力量，共同關心台灣地區環境保護、生態保育、

公共衛生安全及改變生活品質、提升婦女素質」。 

新環境主婦聯盟以環境保護為首要工作目標，鼓勵會員「勇於開

口、敏於行動。向鄰居、朋友、親戚介紹和灌輸環保觀念及可行的環

保行動。督促民意代表和政府有關機構，共同為環境保護而努力。」

其主要之工作方針是「配合及督促政府推行環保運動、與其他社團合

作、培育人才」。新環境主婦聯盟在組織架構上雖然設有理、監事，

但是各項活動均採「專案方式」來進行，分別由不同的成員負責。 

1989年3月8日，「新環境主婦聯盟」登記立案為「財團法人主

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並以「結合婦女力量、關懷社會、提升生

活品質、促進兩性和諧、改善生存環境」為宗旨。隨著參與主婦聯盟

基金會的主婦增加，大家所關心的議題也漸擴展，從環境保護出發擴

展到生態保育、教育、婦女、消費、弱勢族群等。主婦聯盟基金會最

大的功能在於提供舞台，讓主婦朋友們可以在此結交同好，一步步地

充實信心，從學習中培養合作決策的能力，進而激發社會改造的力量。 

2. 設立宗旨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以「結合婦女力量、關懷社

會、提升生活品質、促進兩性和諧、改善生存環境」為宗旨。 

3. 組織架構 

主婦聯盟基金會是一個強調由參與者合作思考、共同決策、分組

執行的民間組織。主婦聯盟基金會的專職人員很少
28
，大部分的工作

均由義工擔任，因此在組織的分工上就顯得非常重要。由圖5-1-1之

組織架構中可以看出除了董事會以外，並設有秘書處、會訊編輯小組

以及環境保護、教育、婦女成長、消費品質等四個委員會。另外，也

為因應台灣中部的需要而設立台中工作室。 

                         
27 同年8月22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成立，10月2日行政院頒布「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領」，

作為推展環境保護工作之依據。 
28 2002年主婦聯盟基金會總會共有專職人員4人，台中工作室共有專職人員2人。（A-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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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組織圖 

董事會 董事長 副董事長

秘書處
財務長 

秘書長 

環境保護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 

婦女成長委員會 

消費品質委員會 

會訊編輯小組 

台中工作室 監事會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網站 

http://forum.yam.org.tw/women/backinfo/recreation/bulletin/int01.htm 

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由全體董事共同決定基金會的重大事

項。目前有九位董事及三位監事（A-3，595）。委員會是主婦聯盟基

金會重要的單位，各司其職，每週固定開會一次。目前設有四個委員

會，分述如下： 

（1） 環境保護委員會：成立於 1989年，主要目標為培養環保宣

導人才、推動環保理念、提供環保知識和實際作法，強調在

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改善生活品質。 

（2） 教育委員會：成立於 1989年，主要目標為結合關心教育的

家長，共同關心學校教育與教育政策，提升教育品質，並普

及學習權與父母教育權的觀念。 

（3） 婦女成長委員會：成立於 1989年，主要目標為開發婦女潛

能，關懷婦女權益，培養婦女自信，改善家庭生活素質，提

升婦女參與社會服務之能力。 

（4） 消費品質委員會：成立於1991年，主要目標為思考「生活」

 

 

124



本質，實踐簡樸的、綠色的消費生活，以期環境問題獲得改

善。「共同購買」初期是由消費品質委員會負責推動與執行。 

除了委員會以外，目前還設有一些專案小組
29
來推動各種不同的

工作，包括：會訊小組、廚餘做堆肥小組、廢油做肥皂小組、親子數

學小組、國際事務小組、亞細亞姊妹會小組、取貨站小組、綠色生活

廣場小組、主婦十五年小組、環保休閒旅遊小組、財務小組等。這些

都是為了特定任務而編組，一旦任務完成，小組亦即解散。 

4. 主婦聯盟基金會台中工作室簡介 

（1）

（2）

（3）

                        

 緣起：台中一群關心環境品質的婦女朋友，透過台北主婦聯

盟基金會的協助於1990年 8月5日正式成立主婦聯盟基金

會台中工作室，為中部婦女提供一關懷社會、自我成長的機

會。 

 宗旨：結合婦女的力量、關懷社會、提升生活品質、促進兩

性合諧、改善生存環境。 

 台中工作室的組織架構：執委會下設主任、副主任及環保

組、教育組、婦女成長組、綠人小組、書香小組等，如圖5-1-2

所示。 

圖 5-1-2 台中工作室組織圖 

主  任 

副主任 
綠人組 

婦女組 

教育組 

環保組 

書香組 

執 委 會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網站 
http://forum.yam.org.tw/women/backinfo/recreation/bulletin/int01.htm 

 
29 參見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會內資料：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會議運作的方式（2002年

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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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1. 組織架構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30
設社員代表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及社務會，並設總經理和相關專職人員，由理事會任用。

社員代表大會為主婦聯盟合作社之最高權力機關，由全體社員代表組

成，而社員代表係由社員所推選。社員代表大會分為常年社員代表大

會和臨時社員代表大會，原則上社員代表大會於每一業務年度終了後

一個月內召開，臨時社員代表大會則視需要召開。理事會、監事會每

月召開一次，社務會由理事、監事共同組成，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主婦聯盟合作社的組織架構，如圖5-1-3所示。 

圖 5-1-3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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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2002食譜記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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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參見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章程第18、19、21、25、30、33、34條。 



截至2002年12月31日為止，主婦聯盟合作社的基本資料如表

5-1-2所示。 

表 5-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的基本資料 

 
社 員 

人 數 班數 取貨站數 員工人數 
社員每月平

均購買金額

台北總社 4,639 174 14 全職43，兼職 9 3,021/人

台中分社 1,598 52 2 全職16，兼職 9 1,980/人

台南分社 344 4 2 全職 4，兼職 3 1,962/人

合    計 6,581 230 18 全職63，兼職21 2,730/人

資料來源：「年度常年社員代表大會重要事項報告」，主婦聯盟月刊，

184期，p.26。 

2. 共同購買的使命 

（1）

（2）

（3）

（4）

（5）

（6）

 激勵社員的主體性，共同尋求健康、環保的生活必需品。 

 創造一個女性可以充份發揮的合作事業。 

 珍愛環境資源，盡量減量包裝，並減少消費生活可能帶來的

生態破壞。 

 支持本土性農業，並關心消費者權益在全球化趨勢下可能受

到的影響。 

 協助弱勢族群，關心婦女、農民、原住民、殘障者等的權益。 

 凝聚民間的社會力，將關心面由家庭推展至社區，再擴及生

活的各個層面。 

3. 以合作社的型態達到共同參與的理想 

依據合作社法第一條「所稱合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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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

社員人數及股金總額，均可變動之團體。」主婦聯盟為落實經營非營

利事業的目的、達到共同參與的理想以及學習合作的精神，遂將原有

的公司營運型態，轉型為「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如此一來，入社的社員，即為合作社的股東，將以共同集資、共同合

作思考、共同消費的組織力量，一起遊說農民和生產者，生產符合生

態環保與家庭健康的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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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主席陳來紅（2001）認為成立合作社可以永續利用，其理由

是： 

（1）

（2）

（3）

（4）

（1）

（2）

（3）

 以非營利為原則，代代相傳。 

 以民主經營的方式，全員參與。 

 以集結共同購買力達到要求食用品品質的確保。 

 以生活所需提高對合作社的利用率，創造公益基金與義工，

關懷弱勢與地區社會。 

並且，合作社的社員可以： 

 食用安全的食用品。 

 具備健康的知識與經驗。 

 對環境問題的解決貢獻心力。 

4. 合作社之業務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乃根據合作社法第三條

第三項規定所設立，其規定為「為謀社員消費之便利，置辦生產品與

製造品，以供給社員之需要」。 

5. 何謂有限責任 

依據合作社法第四條所述，合作社之責任，分為三種，一為有限

責任、二為保證責任、第三為無限責任。所謂有限責任，是謂社員以

其所認股額為限，負其責任。 

6. 非營利法人 

依據合作社法第二條所述，合作社為法人。另外，第十二條說明

「法人僅得為有限責任或保證責任合作社社員，但其法人以非營利者

為限。」所以，主婦聯盟為落實共同購買為非營利事業的目的，以「有

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將是展現「非營利法人」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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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婦聯盟的定位與特質 

（一）主婦聯盟不是政治團體，也不是女性主義團體，而是

生態女性主義者 

1. 沒有政黨立場，只有議題立場 

主婦聯盟並不是一個喜歡走上街頭去抗爭的團體。主婦聯盟是以

身為母親的角色來看這個社會，當環境一再地遭到破壞、教育當局一

直冥頑不靈、政治受黑金污染、子女及自己的人身安全不保時；並且

嘗試以拜會、簽名、請願、公聽會、媒體宣傳等各種方式及管道，卻

都還不能改變為政者及立法者時，主婦聯盟只好訴諸更廣大的民意，

這個時後才會走上街頭，訴諸民意。主婦聯盟沒有政黨立場，只有議

題立場。主婦聯盟關心的議題包括：環保、教育、婦女、消費、弱勢

族群等，這些都會與政府的政策有關，自然會挑戰執政者。為了撼動

政策，當然要與其他社會運動與反對運動者連橫，相互借力使力。許

多反對運動者後來成為反對黨的重要人物，所以主婦聯盟無意中被貼

上了政黨色彩。但隨著政治開放，反對黨可能變成執政黨，執政黨也

可能變成反對黨，而主婦聯盟依舊是主婦聯盟。主婦聯盟關心的是：

政治人物有沒有真心地為民服務？因此，主婦聯盟的政治立場是：資

源有沒有為少數人所壟斷？政策的形成是不是透過充分的討論而形

成？（翁秀綾：1999） 

2. 生態女性主義者 

翁秀綾（1999）認為在很多場合，「女性主義」被惡意的扭曲，

也常被廣告媒體所斷章取義，所以留下一個負面的形象。從歷史脈絡

來看，女性主義的發展衍生出許多的理論與流派，較具代表性的有：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基進女性主義、後殖民女性

主義、生態主義女性主義等等，各在女性主義的光譜及軌道上占有一

席之地。她們之間各有其理論基礎，也常相互地批判辯證。 

事實上，大部分的主婦聯盟成員並沒有很清晰的女性意識。因

此，無法將主婦聯盟整體定義為一個「女性主義團體」。但其成員隨

著社會參與面的增加、情報資訊的接收、信心的建立…等，將很有潛
力成為一群女性主義者。翁秀綾（1999）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會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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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婦聯盟大部分的成員們為「生態女性主義者」。所謂「生態女性主

義者」，依金相姬（1999）的定義為：「自然受到壓迫與女性受到壓迫

都是歷史上長期以來，以陽剛為中心的價值觀及認知所導致的，在這

價值體系下，『人』較『自然』為優先、『支配』較『共生』來得重要。

所以當我們今天期待與自然共生，必須同時解放女性，強化女性的自

我認同，才可能建立一個親善自然的社會。」 

（二）主婦聯盟是從小事著手的身體力行者 

1. 由菜籃與搖籃的觀點來看家庭主婦對社會的影響力 

學者王俊秀和王采薇（1999）認為在父權結構的社會制約下，家

務與子女照顧成為母親的天經地義之職責，菜籃與搖籃也理所當然的

成為家庭主婦的標準配備。但是，當菜籃裏的菜與搖籃裏的小孩都失

去免於污染的自由時，家庭主婦為了健康及安全的考量之下，環境保

護的動力就開始醞釀。家庭主婦為了照顧及保護家庭成員，避免受到

外在環境傷害，自然對可能會危害到家人健康和安全的因素主動加以

關注，無形中培養出家庭主婦特有的環保敏感度、意識及行為，成為

環保的先鋒。於是，主婦聯盟就是在消費者運動、反污染自力救濟運

動及政府解嚴中成立，這些家庭主婦將所認同的綠色消費暨環保理

念，轉化為實際的行動，藉由種種環境保護的活動，進而影響社會的

觀念。 

2. 菜籃與搖籃成為主婦的「生活場面」及「自覺介面」 

由於「菜籃」加上「搖籃」的效應，使得家庭主婦不僅僅只是賢

妻良母，更是公共事務的參與者，甚或公共政策的決策者。菜籃與搖

籃成為主婦的「生活場面」及「自覺介面」。生活場面使得菜籃與搖

籃有了點線面的接觸，自覺介面也就在生活場面擴大之餘而達到臨界

點。 

菜籃的生活場面所產生的生命週期，向前延伸至共同購買，向後

延伸至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空間也由廚房擴展至農場、辦公室、超

級市場及垃圾場，甚至迎合「綠需」開設綠色商店（綠主張商店）。

自覺介面也由食物的營養及安全（無毒家園）擴展至生態保育（非核

家園及反高爾夫球場）。搖籃的生活場面所產生的生命週期也延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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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社區參與及終身學習，空間則由臥房擴展至社區及學校。

自覺介面也由小孩的學習環境（親子數學）擴展至整體的社會學習環

境（社區大學、婦女學苑、空中學苑）。 

以上內容摘要如表5-1-3。 

表 5-1-3 主婦聯盟的「生活場面」及「自覺介面」 

 菜    籃 搖    籃 

生命 

週期 

♦ 
♦ 
向前延伸至共同購買 

向後延伸至垃圾分類、資

源回收。 

延伸至學校教育、社區參與及

終身學習。 
生 

活 

場 

面 空間 
由廚房擴展至農場、辦公室、

超級市場及垃圾場等。 

由臥房擴展至社區及學校。 

擴展 
由食物的營養及安全（無毒家

園）擴展至生態保育。 

由小孩的學習環境擴展至整體

的社會學習環境。 
 

 

 

 

自 

 

覺 

 

介 

 

面 

 

 

做 

 

 

 

 

 

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倡垃圾分類 

惜福資源回收 

廢保特瓶回收 

不購買多餘包裝的產品 

環保媽媽營、環保阿媽

營、環保小奇兵 

提倡自備購物袋運動 

環保隨餐包 

鼓勵大家使用再製紙 

推出自然步道 

推廣綠色消費生活觀念 

開設綠主張商店 

非核家園 

反高爾夫球場 

出版不同的手冊，教導兒

童們認識性騷擾並學習保

護自己、提供青少年們正

確的觀念拒絕煙酒毒害污

染。 

促使各學校取消早自習 

參與國中小學課程標準修

訂 

出版「家長會面面觀」，鼓

勵家長直接參與推動班級

家長會或學校家長會。 

爭取兒童人權和福利 

雛妓的救援 

消滅色情的污染 

開設社區大學、婦女學

苑、空中學苑。 

資料來源：摘要整理自王俊秀、王采薇（1999），「由菜籃、搖籃到跨

欄：主婦聯盟與環保引爆面(eco-empowerment)」。 

3. 從小事著手的身體力行者 

主婦聯盟基金會陳曼麗董事長認為（2002）或許是天性纖細使

然，女性的環境運動總是從小事著手，實事求是，穩紮穩打，不好高

驚遠。因此，婦女的環境運動是從生活圈開始，再推行到更大的範圍。

婦女主張吸收更多人及社區來做環保，從了解台灣環境現況，自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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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關係，體認自己能做什麼，進而投入環保的行列。婦女用溫和

堅持的態度，以耐久力，打持久戰，不理會別人的批評，只做自己認

為對的和應該做的事。婦女推動政策的方式，是由自己做起，推廣至

社區、學校、辮公室、立法院、政府，一直到政府政策改變。當政府

政策改變，全體人民都要遵守，例如：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廚餘回

收、垃圾隨袋徵收、限用購物用塑膠袋、限用免洗餐具等政策的實現，

都可證明女人可容許自己做小事，積少成多，就是一種策略的手段。 

四、主婦聯盟的願景 

（一）關懷一個講民主、講責任的社會 

翁秀綾（1999）回顧台灣近十年來的社會運動，也觀察國際間環

保、教育、消費者、農民、婦女…等等運動的發展，深刻體會到，原
來大家都在追求著一個共同的課題—「人民的行動」。也就是說，雖
然主題互異、切入點不同，但運動的本質卻這麼相近，那就是「民主

運動」。主婦聯盟在這樣的脈絡之下，終極關懷是一個講民主、講責

任的社會。 

（二）藉由環境保護教育落實生態平衡 

綠色理念推出之後，更重要的是落實這些永續經營的環保概念。

主婦聯盟的成員們相信，自然保育及污染防治的觀念與習慣，都是從

個人及社區日常生活當中累積建立起來的，如果人人都能在家庭居住

空間裡營造對環境有益的細節，那麼便可改變鄰里社區及大環境的生

活品質。而環保教育更是為落實環保精神首要之務，透過教育的過

程，使得每一個人認識環境問題，了解並關切資源與生活環境之關

係，進而成為維護生態平衡與環境品質的實踐者，以達到資源的永續

利用，使世代享有安全、健康的生活環境。主婦聯盟所推動的環境保

護運動已由家庭出發，逐漸擴及社區和辦公室。然而環境的保護是大

家的責任，畢竟追求合於國民健康、安定、舒適的環境品質，維護國

民生存及生活環境免於公害之侵害，保護自然環境，維護生態平衡，

牽涉到行政體制及法律規範的健全，資源（空氣、水、海洋、土壤、

廢棄物等）之合理與有效的運用等。換句話說，環保運動應該是結合

社會、政治、經濟、科技各種專業的知識，對人類目前的產業結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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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型態做一個徹底的改變（王俊秀、王采薇：1999）。 

五、主婦聯盟推動共同購買的意義 

（一）共同購買的意義 

所謂共同購買，簡單的來說就是大家一起購買。目的即在藉集合

的購買力、提高議價能力、縮短運銷過程，以達到購買物美價廉消費

品的目的。 

（二）主婦聯盟推動共同購買之動機∼菜籃的自覺 

1. 家庭主婦最關心家人「吃」的健康 

共同購買之所以能夠擴展的原因，是因為它吸引了最關心家人

「吃」的健康、渴望提供安全食物及乾淨環境給孩子的眾多母親們。

然而，透過共同購買，這些家庭主婦在為下一代付出一點力量的同

時，也關心自己的環境，提升生活品質。也就是說，共同購買使環境

保護更邁進一步：一方面消費者得以學習正確的消費品知識，表達對

消費品品質的要求，並藉以獲得健康安全的消費品；另一方面，生產

者可以不必屈服於市場的惡性競爭，安心地生產健康環保的生活必需

品，進而共同尋求「不用化學肥料、農藥與添加物」的安全食物與乾

淨環境。 

2. 環境保護與消費是生活的一體兩面 

由於環境保護與消費是生活的一體兩面，因此主婦聯盟致力倡導

在消費過程中實踐環境保護的行動。1991年主婦聯盟籌劃增設「消

費品質委員會」，希望喚醒更多的消費者，體認消費與環保的一體性，

培養綠色消費觀念。同時，有鑑於愈來愈多的家庭主婦關心食品的安

全性，質疑農藥的過度使用，於是結合鄉村擁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標的

生產者，建立消費者與生產者間的網路，發起「共同購買」的行動。 

3. 共同購買是綠色生活觀的實現 

過去一般所謂的共同購買，其目的可能比較偏重於「買多了可以

便宜」，但今天主婦聯盟所推展的「共同購買」，除了價格的考量外，

還要再加入一些因素，譬如生態面、人性面的考量。具體地說，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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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共同購買集合眾人來共同達成生活中的一些理想。主婦聯盟希望

透過集體的購買與不買（抵制）的力量，參與生產的過程，藉以建立

消費者與生產者間的直接對話，達到改善生活品質的目標。經由此一

方式創造出健康安全的新生活模式，對重建安全環境與健康生活有相

當助益。 

雖然目前主婦聯盟所推展的共同購買還有很多問題必須解決，例

如，會員們對於各種蔬菜品質的要求標準是什麼？生產者種植上的困

難如何解決？以及運送或配送方式等。但是可以肯定的說，共同購買

的目標是生活必需品的安全、衛生、無污染，然最終的目的是達成自

然資源及人為環境的永續利用，是綠色生活觀的實現。 

（三）主婦聯盟共同購買的特色 

  原則上，共同購買的產品項目以生活必需品為主。但由於目

前參與的成員絕大多數為家庭主婦，最關心的是家人「吃」的健康，

另一方面則是受限於目前參與成員的專長，所以這幾年的產品項目均

偏向以食品為主。未來一旦參與的成員背景更多樣化時，發展出來的

產品項目也將會包羅萬象。 

目前共同購買的產品項目，特色如下：  

1. 直接接觸生產者，實地了解生產過程，以及消費品的真正內

容、性質。 

2. 保持消費品原有的性質、風味和營養價值，非必要時不添加

添加物，也盡量減少加工的過程（因此有些品目在保存上需

較費心）。 

3. 以本地出產品為主，沒有替代品時才採用進口品，一來是新

鮮，再者便於就近了解生產過程與品質。 

4. 具有地方特色，或為傳統之飲食、技藝。如宜蘭金柑蜜餞、

客家福菜、苦茶油等。 

5. 減量包裝，並採取回收容器作法，如糙米桶、蛋盒、生產班

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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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同購買與「社員」 

1. 採取社員制的用意 

為什麼參加共同購買非得加入社員？主婦聯盟認為共同購買和

一般店鋪最大的不同點即在於此。一般的商店所面對的是不定時不定

量的隨機購買行為，因此必須在保存和外觀的吸引力上下功夫，結果

往往造成不當添加物或浮誇的包裝。而共同購買所追求的是有效率的

計畫性消費行為，相對應的，生產者可以安心地生產合乎綠色消費者

所期待的產品。因此加入社員不但易於掌握訂購的數量，使共同購買

得以順利推展；更重要的是展現了綠色消費者的責任感與誠心，鞏固

消費者與生產者雙方之間的信賴與合作關係。  

2. 以「班」作為共同購買的基礎 

相較於市場的大環境，目前共同購買是一種侷限於少數人的小眾

流通管道，因此產銷成本相對較高。 

以生鮮蔬果為例，為了減少使用（甚至不使用）農藥，農友必須

投注更大心力與腦力來防治病蟲害，並且忍受可能的減產。又為了使

用有機肥，農友更是必須費心學習製作營養素均衡的堆肥，其投入的

成本，以及所承擔的風險，往往超乎一般農友。再加上流通與消費規

模小，成本更相對地提高。因此，若完全反應成本，有機蔬果的價格

將會高於市售的價格。 

再者，共同購買的目的不在只吸引經濟力在金字塔頂端的少數

人，所以為了克服種種的困難，使大家能以合理價格，分享參與的樂

趣，於是採取了「班」的組織，也就是一種小型的計畫性團體購買組

織，班員負擔部分工作（如集合訂單、接貨、分貨等等），以降低成

本。 

班員同時在參與過程中，很容易打破日益疏離的都會型人際關

係，重新建立互助的生活模式，甚至由此獲得許多珍貴的友誼。這一

切基礎都在於運作良好的「班」，可見班對共同購買乃至社員生活上

的重要性。 

3. 藉由活動強化社員的凝聚力 

主婦聯盟共同購買的真正意義，並不只在於東西的購買上，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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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精神乃在於透過一群人的互助合作，共同來改善現況或解決問

題，而其中不可欠缺的正是每一個人的參與。除了每週定期的共同購

買，主婦聯盟還藉由各種研習會和座談會、定期刊物（每週隨送貨而

來的情報小站、月刊）、偶而舉辦的相關活動（如生產者之旅、吃的

自力救濟營、嘉年華會等），透過這些活動來增加社員對合作社的了

解與認同，以及增加社員與生產者間的溝通。因此，鼓勵社員積極地

參與合作社各項活動與會議，保持對共同購買訊息的關心，是促使共

同購買不斷進步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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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分析 

本研究將以理論所建構之公共性與知識分享機制的架構，來探討

與主婦聯盟的公共性與知識分享的相關議題。 

一、主婦聯盟的公共性 

學者孫炳焱認為合作社裡特別重視的是「宗教情操的合作精

神」，合作社對人格的要求才會比一般高一點。以這樣的觀點延伸到

組織的層面，即是強調組織的公共性，由此可知公共性對主婦聯盟的

重要性。 

B-2：合作社裡面特別重視的就是叫做「宗教情操的合作精神」，合作社對人格的

要求才會比一般高一點。其實我這話不是現在才講，很多場合我都講過，尤其是

在以前的合作社講了以後，大概都不要我第二次再去講了！（B-2，240-243） 

（一）公開度（透明度） 

1. 資訊是否公開 

以主婦聯盟內部兩份刊物—《主婦聯盟會訊》與《生活者主張》

的合併為例，可以看出主婦聯盟對於組織「資訊公開」的重視。這兩

份刊物原本是針對組織內部不同對象而發行的，《主婦聯盟會訊》是

提供給主婦聯盟基金會的會員，而《生活者主張》是提供給參加「共

同購買」的人，這二者之間有一部分成員是重疊的。 

由於有些人對主婦聯盟為什麼要推廣「共同購買」並不十分清

楚，所以主婦聯盟經過討論，決定將原本是兩份針對不同對象而發行

的刊物《主婦聯盟會訊》與《生活者主張》合併成為《主婦聯盟．綠

主張》。組織內部的兩份刊物合併，一方面可以節省刊物編輯的人力、

物力，更重要的是為了讓所有《生活者主張》的會員們了解「主婦聯

盟」這個組織，以及為什麼要推廣「共同購買」（陳來紅，1999）。 

雖然合刊的決策已經做到了謹慎的討論、評估與意見的交流，但

是仍然有疏漏，因為這個合併的動作，也使得少數《生活者主張》的

會員覺得有一種「不被尊重」的感覺。由於「主婦聯盟基金會」與「綠

主張」，這兩個組織已經將監督權託付給所有的會員與消費者，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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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進一步整合兩個團體的豐富資訊，這樣的行動充份表明這兩個組

織是社會的，也是大家的組織，不可以讓任何個人或團隊把持（陳來

紅，1999）。 

隨著主婦聯盟合作社正式成立，主婦聯盟決定組織的月刊自第

164期（2001年9月號）起，除了主婦聯盟基金會與合作社繼續結合

之外，同時與台中工作室合刊（陳婉君，2001），稱之為「主婦聯盟

月刊
31
」，藉以期許一同分享、相互合作以及資訊的交流。 

除此之外，在組織參與和討論決策上，主婦聯盟是一個合議制的

組織，講求的是團隊集體共同面對問題，一起走過難關，輪流擔任負

責人的組織文化。為了避免負責人的重責大任無人敢承擔，組織勢必

要講求工作流程與效率。由決策的形成到議決，乃至執行，如何做到

全員參與、分工負責，唯有將所有工作透明化。以共同購買為例，這

一年來彼此努力釐清權責歸屬，已漸具行政程序化的基礎（陳來紅，

1998c）。 

A-3：我們要把會訊編的比較完整，至少他可以從會訊中了解這個組織在做什麼。

我們的會訊很少風花雪月的東西，那個他們從別的報章雜誌即可獲得。我們要把

主婦聯盟在做什麼、要傳遞的信息告訴他。（A-3，605-607） 

由以上可知，主婦聯盟不但體認資訊公開的重要性，同時也努力

在各方面將資訊予以公開化，同時藉由各種管道將組織的理念傳遞出

去。 

2. 財務收支是否公開 

主婦聯盟合作社強調財務的透明化，由於合作社的財務收支頻

繁，財務的透明度更形重要，因為健全與清楚的財務才能獲得社員的

信任與支持。為此，主婦聯盟合作社建立了一套可供社員查閱帳目的

制度
32
，任何社員只要依程序提出查閱帳目的申請，主婦聯盟合作社

便會派監事陪同社員至財務部門了解財務收支帳務的情形。至於基金

會的部分，由於會務型態的多樣化，所以財務收支帳務尚未能對外公

開。 

                         
31 雖然當初合刊是希望基金會及合作社兩個組織的會員，都能夠透過月刊彼此相互了解，但是在

實務上仍有困難，於是決定於2003年9月份起分刊，各自針對組織的成員發行組織的刊物（參

見主婦聯盟月刊，第186期，2003年7月，p.3）。 
32 社員查閱帳目的流程與辦法，可參考主婦聯盟月刊，第170期，2002年3月，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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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就從透明度來講的話，你這邊講的財務透明度，可能我們（合作社）是非常

清楚，因為涉及到的金額大，又是社員組織，所以隨時可以查帳。基金會那邊的

話，可能就比較難，應為都是些專案啦，審核啦，長期以來的習慣還沒有建立到

那種公共性。⋯⋯我覺得我們這個部分不是我們不願意做，其實是政府也沒有要

求，也沒有一個組織在做這種事情。合作社的部分是很清楚的，財務的公開是必

要的，所有的社員都可以透過監事來查帳，都歡迎。⋯⋯我覺得財務需要透明，

這個部分其實滿重要的，這個是在建立一個組織在資源的運用上是否符合原來社

會大眾所託付給你的。（A-1，28-38、41-43） 

B-2：有次我就問理事主席說：「你們的帳敢不敢公開？什麼地方買什麼東西？價

格是怎麼決定？這些你們敢不敢公開？要做到能夠公開，這個合作社才有明天。」

（B-2，134-136） 

3. 經費財源是否獨立 

主婦聯盟基金會和主婦聯盟合作社的財務均為獨立運作，經費來

源自給自足。至於以「經費財源是否獨立」做為公開度的指標，理事

主席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她強調應改為「經費財源的主體性」，其中

意涵著經費財源應來自於社會大眾，若來自於政府或企業，組織的自

主性將會受其影響。事實上，組織經費要能獨立運作，要有自主性，

勢必其財源是來自多方面的。 

A-1：在「經費財源是否獨立」這部分，這裡的意涵可能會有點問題，財源是不是

來自政府或民間，或來自社會，或來自企業。可能用「經費財源的主體性」來說

比較恰當，非營利組織是屬於第三部門，假設經費來自政府部門的話，主體性就

比較低；我想這個判準要建立起來。假設說來自企業部門，也會形成資源弊案，

主體性可能也會沒有。來自社會的話，這時你的主體性才會有，因為你是第三部

門的組織，當你的經費是來自社會大眾、來自其他社團，就有主體性，所以這裡

面「獨立」可能比較沒有什麼意義。（A-1，5-12） 

4. 決策運作的透明化與領導方式是否民主 

一般而言，以財團法人的組織較有被少數人把持的疑慮，因為董

事會是組織的最高領導與治理的機構，而董事會的成員又是以推薦的

方式所產生，組織自然容易由少數人所掌控。然而，主婦聯盟基金會

強調是一個由參與者合作思考、共同決策、分組執行的民間組織，所

有決策都需經過大家的討論，因此主婦聯盟基金會採取了社團法人的

精神，異於一般財團法人的運作方式。由圖4-1-1之組織架構中，可

以看出「委員會」在主婦聯盟基金會中扮演了重要的功能，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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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依實際需要設立專案小組，這些作法都是為了增加組織成員參與決

策。董事會雖居領導地位，但主要居團體的協調者角色，促使討論過

程以民主的方式來進行。 

A-3：我們滿尊重委員會的，比如說今天YMCA想要在青年節跟我們辦一個活動，

不是董事長同意就可以來做的，假設這東西跟環保有關，我一定會請環保委員會

的人討論要不要跟YMCA在青年節做這樣一個活動，或者是跟婦女有關的，我們

就是請婦委會討論；跟教育有關的就到教育委員會討論。⋯⋯那如果說跟各委員

會都無關，比如說人權，我們可能就會考慮到讓董事長找常董來討論⋯。（A-3，

243-250） 

至於主婦聯盟合作社，可從圖 5-1-3之組織架構中了解。組織

中以社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單位，社員代表由個人社員推選產生，

社員代表
33
依法執行：（1）選舉和罷免理、監事；（2）審核並接受業

務和會計報告；（3）通過預算、決算及業務計畫；（4）制定或修訂各

種章程；（5）規劃社務進行；（6）處理理、監事及社員代表之提議事

項。除此之外，並代表社員參加產品的調查與評估、協助推廣合作社

業務和宣導合作社的理念。 

由於主婦聯盟的組織文化是強調是由參與者合作思考、共同決

策、分組執行，所以不論是以基金會或是合作社的組織型態，所有的

決策都需經過大家的討論，因此在決策運作的透明化程度很高。 

（二）公信力 

1. 明確界定且為組織成員共同認同的公共服務使命 

主婦聯盟基金會和合作社，均訂定明確的公共服務使命，以主婦

聯盟基金會為例，其使命為「結合婦女力量，關懷社會，提升生活品

質，促進兩性和諧，改善生存環境」。而共同購買的使命如本章第一

節所述。 

2. 非利益分配 

主婦聯盟依法正式登記成為財團法人基金會，參與基金會之董

事、監事、委員均為義務性質，並依規定不做利益之分配。而主婦聯

                         
33 參見（1）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章程第18、19、22條；（2）「主婦聯盟生活

消費合作社Q & A」，主婦聯盟月刊，第165期，2001年10月，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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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合作社依法令規定於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依社員所認社股支付

股息
34
。 

3. 合法性 

主婦聯盟基金會於1989年3月8日，依法正式登記成為「財團

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主婦聯盟合作社於2001年11月依

法正式登記成為「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基金會

與合作社均接受相關法令的監督，並遵行章程規定之設立宗旨。 

（三）參與度 

基金會董事長認為組織的公共性，就是能夠開放到給大家來參

與，她認為把「私」的部分拿掉，「公」的部分就會突顯出來，她表

示公共性應該是提供一個空間，讓願意參與的人都進來，並且把我們

關心的東西帶出去。這也正呼應本研究所稱的組織公共領域，在此公

共領域中，組織成員可針對其領域中的公共事務，進行公共討論、學

習以及對話。學者孫炳焱表示合作社應讓每一個社員可以很自然地反

映意見，而且反映了以後不會被排斥，因為社員是合作社的主人。由

此可知參與度是公共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A-3：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應該是說「內部的」跟「外部的」。內部的就是說，它

是不是夠開放到給大家來參與，還是說拒絕人家來參與？（A-3，2-4） 

A-3：我對於非營利組織是持著非常正向的看法，⋯⋯如果我們能把「私」的部分

拿掉，「公」的部分就會突顯出來。當然在民間組織裡，因為每個人進來的因素都

不太一樣，所以會有些愉快或不愉快的事，那是組織經營管理的部分。但我認為

在公共性的部分，它應該是提供一個空間，讓願意參與的人都進來。那我們也可

以把我們關心的東西帶出去。（A-3，484-490） 

B-2：合作社的人愈多，社員間的感情就愈疏鬆，合作的團結力量就愈小。我們一

方面要發展的話，規模要大；但是合作社的向心力要大的話，規模要小。所以合

作社的經營者便介於兩者之間的矛盾中，他們就想出「班」的辦法，讓「班」每

個禮拜開會，就是讓社員不要忘掉他是合作社的主人。（B-2，119-122） 

B-2：合作社的社員最少一定要做到像我這樣，很公開的抱怨一些事，要求品質。

我們希望既然社員已經超過五千了，日常事務就要有一定的機制，讓每一個社員

                         
34 依章程第13、37條規定，社員每人認股至少20股，至多不得超過股金總額的百分之二十，每

股新台幣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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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自然地反映意見，而且反映了以後不會被你排斥，這是最重要。（B-2，

146-149） 

1. 是否以集體、民主的決策程序 

決策運作的透明化程度和領導方式是否民主有關，亦即與組織是

否採用集體、民主的決策程序。 

主婦聯盟是一個合議制的組織，講求的是團隊集體共同面對問

題，一起走過難關（陳來紅，1998c）。十多年來，主婦聯盟依賴不同

專案的經營，現任合作社理事主席向來主張「專案文化」，專案的形

成若是「由內而外」漸次成案，則社團的主體性較強；撿取外在資源

現成的專案，此種「由外而內」的工作方式，主體性的弱化是必然趨

勢。「由內而外」有著「集體創意」的結晶感，有「共同討論與合作

思考」的操練，時日一久，個個能將可兵（陳來紅，1998a）。成立民

主化的民間組織，其組織的架構基礎在「責任」而非「權力」，願意

負責才能相對授權。了解民間組織之決策品質以及自己與組織發展相

互依存的關係，若能講究才不浪費自我參與，成就自己並能發展組織

（陳來紅，1998c）。 

主婦聯盟在正式登記成為財團法人基金會的前身—「新環境主婦

聯盟」時，即採用專案方式來進行各項會務及活動的推展，分別由不

同的成員負責。因此「委員會」與「專案小組」在主婦聯盟佔有重要

的地位，符合組織強調是「由參與者合作思考、共同決策、分組執行

的民間組織」。主婦聯盟自認其最大的功能在於，「提供舞台讓主婦們

可以在此結交同好，一步步地充實信心，從學習中培養合作決策的能

力，進而激發社會改造的力量」。雖然集體、民主的過程中也有爭吵，

但大家都能從中學習如何透過這種方式去達成共識。 

A-3：我們是透過會議的方式思考，比如說我們要討論下一步要怎麼做，絕對不是

董事長說了算，一定會召集大家來，大家來提供意見，也許所謂的大家是四、五

個人，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來，但最起碼這個意見是我們大家合作思考出來

的，然後決定以後，大家再分工分組去做。（A-3，824-831） 

A-3：我覺得在主婦聯盟有一點很好的就是，大家會習慣討論，而且我們有一點愈

越愈成熟，就是在討論時話題不會扯到誰家的兒子或狗等等，不會了，我們已經

養成聚焦的習慣了，所以我們的開會其實也滿銳利的，會把自己的想法講出來，

而且也會滿堅持自己的想法，因此彼此之間是會碰撞的，所以我們就是在這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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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怎麼樣去開會，怎麼去碰撞彼此之間不太調和的部分。（A-3，850-856） 

B-2：雖然合作社開會會吵架，但我覺得那個過程也是在學習。（B-2，103） 

A-4：就是該吵的就要吵，吵到後來就變成你回去自己要思考，⋯。（A-4，214） 

B-5：⋯合作社理事主席、合作社組織部經理，都不約而同的提到她們開會的情形，

強調她們尊重不同的意見，而且非常鼓勵每一個人都要把自己的看法提出來，她

們都會用「碰撞」、「吵」等字眼等來形容開會中表達意見的情形，言下之意都甚

以民主的共議文化自豪，（B-5，73-77） 

B-6：講到內部溝通時都很強調開會（除了即時的問題需要即時解決之外），喜歡

說他們開會就是鼓勵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意見講出來，吵架也不要緊，言下之意

對她們的民主頗為自豪。而且她和基金會董事長、合作社理事主席一樣都認為開

會是一種學習，基金會董事長覺得她們開會到現在已經學會聚焦，她和合作社理

事主席一樣都覺得大家已經學到有什麼話都寧可拿到會議上講，而不要私底下

講。（B-6，47-52） 

2. 民眾是否願意主動參與活動 

不論是新環境主婦聯盟，或是之後正式成立之財團法人主婦聯盟

環境保護基金會、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均以環境

保護為首要工作目標。雖然在組織型態上的不同，但均認為會員（社

員）是組織裡重要的資源，並鼓勵民眾加入組織成為會員（社員），

秉持著「勇於開口，敏於行動，向鄰居、朋友、親戚介紹和灌輸環保

觀念及可行的環保行動。督促民意代表和政府有關機構，共同為環境

保護而努力。」 

以 1987年為例，為了落實環境保護的觀念，主婦聯盟籌劃了十

五項專案，包括：垃圾分類、自備購物袋、林家花園、救援雛妓、速

食、公共場所戒煙、高速公路拋棄、牛奶紙盒、福利總處裝物袋、太

太兒女的心聲、少用保麗龍餐盒包裝、主婦商店、健身舞蹈、美滿家

庭、教導大學生廢物利用等專案，均號召民眾參與活動。雖然過去環

境保護工作較難引起民眾的共鳴，但由於主婦聯盟所提出的專案活動

之主題清楚，並且是影響民眾生活的事與物，因此可以吸引認同主婦

聯盟理念的民眾主動參與活動，透過隨手可及的動作，身體力行實踐

環境保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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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職員工與義工的參與程度 

一般對組織的參與度，應是職工較義工為高。但主婦聯盟基金會

的專職人員的人數，相較於其他類似規模的財團法人基金會為少，然

而卻有較多的義工參與其中，這樣的情況在財團法人基金會是少見

的。 

A-3：台中有兩個（專職員工），所以總共有六個人領薪水。義工的話，因為我們

有四個委員會，每個禮拜在我們這邊進進出出的大概有一百位。（A-3，578-579） 

對人民團體而言，若組織內有許多專職人員，勢必為了人事費用

的鉅額開銷，必須要爭取「高見報率」的社會形象，因而必須不斷絞

盡腦汁辦活動、辦募款餐會、設計募款工具等。高見報率所募得的金

額愈多，勢必要做的事情也愈多，才能撐住「媒體形象」。媒體需要

非常上鏡頭的畫面，做出這樣的畫面，自然只需稍縱即逝的魅力就

夠。惡性循環之下，自不難理解為什麼有些團體需要扛著社團大旗，

穿著制服，出現在新聞事件的現場（陳來紅，1998a）。主婦聯盟不希

望因為這樣的壓力，而喪失了組織的理想，因此「專案文化」就成了

組織重要的文化。陳來紅（1998a）認為行政專職的人力，可因專案

人力的協助，而減輕社團人事的負擔，對決策群而言，壓力得以分散。

義工能夠時而義工，時而專案工作者的輪替，無形之中協助組織健全

體質。 

至於主婦聯盟合作社，由於共同購買涉及產銷配送等工作，因此

需要比較多的專職員工投入。但是延續主婦聯盟基金會義工參與的精

神，以及強調共同參與，主婦聯盟將社員依住家、辦公室或社團的機

能性組成一個個「班」的單位，以「班」為單位共同訂購和協助配送

物品。如此可催化各班或社區創造一個「公共」的領域，使得鄰里、

人際關係的互動、關懷成為可能。由於「共同購買」是家庭的購買力

與生產者的結合，藉由共同的合作，一方面消費者可以學習正確的消

費品知識、表達對品質的要求，並藉以獲得健康安全的消費品，另一

方面，生產者可以不必屈服市場的惡性競爭或不合理的產銷制度，而

能安心地生產。雙方有了互助的基礎，並可以合力地克服共同的困難

（翁秀綾，1994）。 

主婦聯盟基金會以義工參與為主，義工參與各種專案或活動。義

工包括了董事會的董事、監事會的監事、委員會的委員以及資深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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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等。不難了解，主婦聯盟基金會雖登記為財團法人，但在實際運作

上卻是比較像是社團法人，強調義工參與的重要性。雖然如此，仍覺

得財團法人基金會是少數人決策導向的組織，所以「共同購買」才以

合作社的型態，就是希望成立以多數社員的意見與需求為導向的組織

（陳來紅，2001：26）。雖因繁雜的共同購買之產銷配送工作，需要

比較多的專職員工，但仍然強調義工參與的重要性，所以主婦聯盟合

作社將社員組成一個個「班」的單位，社員以「班」為單位參與共同

訂購的工作。如此一來，社員不但是合作社的主人，同時也是合作社

的義工。整體而言，主婦聯盟的專職員工與義工，對組織的參與程度

均很高。 

（四）知名度 

1. 是否具備媒體知名度 

關於主婦聯盟是否具有媒體知名度？本研究採用主婦聯盟出現

在中國時報系統（包含中國時報、中時晚報及工商時報）之新聞報導

次數的方式來印證（如表5-2-1）。發現就環境保護團體35而言，主婦

聯盟出現在中國時報系統新聞的次數頻繁，是台灣環境保護團體中最

具知名度的組織。 

另外，本研究也同時比較了一般社會大眾所熟知的宗教或社會福

利團體，如展望會、慈濟功德會、勵馨基金會、伊甸基金會等，發現

主婦聯盟出現在新聞報導之次數雖不如上述單位，但也可知主婦聯盟

已具有一定程度的媒體與社會知名度。 

                         
35 本研究表列之環境保護團體資料來源有三：（1）台北市環境保護局網站所連結之相關環保團

體；（2）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之民間團體代表（張國仁，2002年6月6日工商時報焦點新聞；

林淑玲，2002年6月12日中國時報政治新聞）；（3）專訪主婦聯盟基金會董事長的過程中所提

到的環保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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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主婦聯盟出現在中國時報系統之新聞報導次數統計表 

 單 位 名 稱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主婦聯盟 44 38 41 18 13 13 
荒野保護協會 43 27 19 11 5 0 

綠色陣線 3 0 13 17 30 2 

生態保育聯盟 2 6 16 6 22 7 

台北市野鳥學會 16 12 15 4 6 1 

美濃愛鄉協進會 7 2 7 10 7 0 

自然步道協會 10 11 8 4 0 0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1 9 0 0 0 0 

大自然教育推廣協會 6 8 3 0 0 0 

永續台灣文教基金會 3 3 7 2 1 0 

綠色消費者基金會 0 0 2 2 6 3 

大甲溪生態協會 7 5 1 0 0 0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3 4 3 0 0 0 

台灣土地倫理發展協會 1 5 2 0 0 0 

自然環境保護基金會 2 2 2 0 0 0 

生態關懷者協會 2 1 3 0 0 0 

看守台灣協會 2 3 2 0 0 0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2 0 0 0 0 0 

台南環境保護聯盟 0 1 0 0 0 0 

新港基金會 0 3 0 0 0 0 

溼地保護聯盟 2 1 1 0 0 1 

 

 

 

環 

 

 

境 

 

 

保 

 

 

護 

 

 

團 

 

 

體 

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4 1 1 1 0 0 

展望會 124 129 117 113 32 21 

慈濟功德會 83 82 91 106 51 40 

勵馨基金會 48 45 49 50 48 14 

其 

他 

團 

體 伊甸基金會 57 45 25 22 7 5 

資料來源：本研究查詢中時電子報新聞檢索系統，查詢日期為 2002

年12月31日。 

2. 公關工作是否成功 

公關工作是否成功，除了可以從上述媒體知名度得知外，亦可由

主婦聯盟經常受邀參與各項環境保護議題之研討會、公聽會等證實。

以 2002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的組成為例，行政院長於 2002年 6月

11日主持上任後首次「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時強調，「永續發展」

理念應該深入教育，向下札根。他並責成委員會各分組在三個月內提

出重點工作項目，在明年十月前完成立法，讓永續發展相關工作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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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年順利展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由行政院院長擔任主任委員，而

委員會共有二十九位委員。為了廣納民間的聲音，委員會中包含了八

位民間社團代表，這八位民間社團代表將分別出任八個工作分組的共

同召集人（林淑玲，2002）。而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長陳曼

麗即是這八位民間社團代表中的一位，由此可以了解主婦聯盟在公共

關係工作的績效。 

3. 是否製播公益廣告 

主婦聯盟並未製播公益廣告（A-1，44-45）。 

4. 是否經常動員義工 

主婦聯盟基金會專職員工很少，以義工參與工作為主，所以幾乎

任何一項活動，均需動員義工參與。至於主婦聯盟合作社，則是動員

社員和其家屬參與活動。 

（五）非私有性 

1. 決策的核心成員非具有家族血緣關係，以及 2.人事任用非由

家族成員掌控 

不論是主婦聯盟基金會或是合作社，都是由會員或社員自發性參

與的組織，不是由某個家族所設立的組織，因此決策的核心成員沒有

家族血緣關係，並且人事任用也沒有由家族成員掌控的情形。 

3. 非經營營利部門 

以合作社依照法令的立場來看共同購買，是屬於非營利的事業，

但是以基金會的立場就顯得有些為難。因為共同購買涉及了買賣的交

易行為，外界對基金會從事共同購買是有一些疑問的，認為這是屬於

營利的部分，既然基金會有了共同購買的財務來源，因而外界對基金

會的捐款也就減少了。雖然主婦聯盟基金會與合作社已是各自獨立運

作，但是都用「主婦聯盟」的名稱，對外界很難說清楚，這一部分在

內部一直有爭議。 

賴青松
36
（2002：348-349）：1993年，消品會針對主婦聯盟的會友們進行產品需求

                         
36 曾任主婦聯盟共同購買中心副總經理，任職期間曾受派至日本生活俱樂部連合會研修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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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最後篩選出有機米、胚芽米跟葡萄（或許足受到當時「毒葡萄」事件的

影響），作為優先訂購的品項。⋯⋯一時之間參與共同購買的會員激增，配送工作

也大幅加重，讓消品會不得不加快成立自主事業經營體的腳步，不過內部也有人

開始質疑，按照這種業務成長的速度，是否會造成組織本身過度的負荷。這個擋

不住的社會潮流，也在主婦聯盟內部掀起一陣「共同購買活動與主婦聯盟形象是

否相符？」的論爭，以及「基金會能否營利」的適法性討論。最後大夥兒得出的

結論，認為消品會的作法縱使不算非法，也是規避法律的行為，而且在主婦聯盟

的架構之下推動，也使其他有心加人的團體卻步不前，因此有另外成立綠色生活

協會的想法。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擔心這個共同購買團體將來壯大之後，恐將削弱

主婦聯盟對此運動的主導性。 

A-1：基金會面臨一個困境，他們說有一個困境是，因為有合作社才使得捐款比較

少，因為有合作社，所以很多人誤以為合作社就是基金會做的⋯⋯。（A-1：119-121） 

A-3：我們今天開董事會就是在討論，我們是不是把合作社的名稱不要再叫做「主

婦聯盟」四個字了？因為我們發現一些困難點，第一個困難點就是主婦聯盟的募

款比較困難，有的人會覺得你們有一個龐大的事業體，所以能自給自足。（A-3，

620-623） 

A-3：⋯⋯甚至外面的形象會變成「主婦聯盟是在賣有機蔬菜的」。他們就沒有看

到主婦聯盟在焚化爐，在棲蘭山的保護、在非核家園的建立的努力。（A-3，654-656） 

4. 非與特定政黨合作 

主婦聯盟關心的議題大多與政府的政策有關，為了撼動政策，當

然會與其他社會運動與反對運動者連橫，相互借力使力。許多反對運

動者後來成為反對黨的重要人物，所以主婦聯盟無意中被貼上了政黨

色彩。但隨著政治開放，反對黨可能變成執政黨，執政黨也可能變成

反對黨，而主婦聯盟依舊是主婦聯盟。主婦聯盟關心的是：政治人物

有沒有真心地為民服務？因此，主婦聯盟的政治立場是：資源有沒有

為少數人所壟斷？政策的形成是不是透過充分的討論而形成？（翁秀

綾：1999）。所以主婦聯盟沒有政黨的立場，也不會只和特定的政黨

合作，主婦聯盟只有議題的立場，這個議題是以母親的角色來看這個

社會。 

5. 非由政府支持而喪失組織的自主性 

主婦聯盟為一民間自主性的團體，並非是由政府所支持的團體。

雖也接受政府補助，承接政府委託來執行專案，但並未因此而喪失組

織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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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利益的功能 

1. 倡議性 

主婦聯盟以母親的角色來看這個社會，關心的議題包括：環保、

教育、婦女、消費、弱勢族群等，這些都會與政府的政策有關。因此

進而關心：政治人物有沒有真心地為民服務？資源有沒有為少數人所

壟斷？政策的形成是不是透過充分的討論而形成？過去主婦聯盟所

推動之社會運動、倡議之社會改革、倡導新觀念以及強調之公民意識

等工作，如表5-2-2所示。 

表 5-2-2 主婦聯盟之倡議性工作 

項  目 內             容 

環境保護工作 ♦ 監督政府落實「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垃圾減量」政策的
執行。 

♦ 

♦ 
♦ 
♦ 
♦ 
♦ 

♦ 
♦ 

透過電台、報紙等媒體或應邀至社區、學校、公私機關，

宣導綠色消費、辦公室做環保、生活環保、簡樸生活等理

念及作法。 

推動使用再生紙，自備環保隨餐包、購物袋。 

推動家庭有害廢棄物回收處理，共建無毒的家。 

推動廚餘落葉做堆肥。 

推動回收廢油做肥皂。 

調查環境現況。例如：環境衛生燈號評估、全國環境社區

考核。 

結合社區共同推動社區環保工作。 

結合環保社團關心環境議題，共組「反核行動聯盟」、「生

態保育聯盟」等跨團體組織。 

教育工作 ♦ 

♦ 

長期持續參與學校教育有關政策之制定。如：家長會設置

辦法，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修訂。 

與其他教改團體共同推動教育改造活動，建立良好的學習

環境。 

消費品質工作 ♦ 倡導綠色消費，以減少環境的污染與過度浪費。 
♦ 綠色消費延伸出共同購買消費行為，結合消費者共同購買
支持對環境友善不破壞環境的物品，以鼓勵生產者繼續生

產不傷害土地，又可保障人民健康安全的綠色產品，使環

境與經濟共存共榮。 

資料來源：主婦聯盟網站

http://forum.yam.org.tw/women/backinfo/recreation/women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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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遊說功能 

早期婦女環保組織要求政府制定與執行環保的政策，都會被視為

挑剔政府，造成與政府對立的局面。以致早期環保運動的固定型態就

是站在政府門外拿布條、標語、吶喊來反應人民的心聲。雖然台灣歷

經解嚴、政黨政權移轉等衝擊，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開始在公聽會舉行

時通知環保團體參加，或在委員會中保留一定席次給民間環保團體代

表擔任委員。但有時因政府通知召開公聽會時間急促，或只針對設定

主題討論，環保議題的討論仍有其侷限性（陳曼麗，2002）。多年來，

主婦聯盟會以各種方式及管道來進行法案的遊說，包括拜會、簽名、

請願、公聽會、媒體宣傳…等方法，當這些方式都不能改變為政者及
立法者時，主婦聯盟也會走上街頭，訴諸更廣大的民意（翁秀綾：

1999）。 

主婦聯盟關心公共政策議題、監督政府施政，並進行法案的遊

說，十多年的歲月，腳步雖不輕鬆，卻是非常踏實。長期在環保運動

上的努力，終於可以看到一些成果，例如： 

（1）

（2）

（3）

（4）

（5）

 1990年環保署宣佈資源回收政策。 

 1996年資源回收列入各級政府清潔隊的工作執行項目。 

 1999年宜蘭縣政府開始執行廚餘回收。 

 2000年台北市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以及回收廚餘。 

 2002年7月1日開始，環保署實施限制購物用塑膠袋政策，

11月1日開始限制使用塑膠類免洗餐具政策。 

以上推動政策改變的結果，可知莫因善小而不為，積沙可以成

塔，婦女就是堅持不要眼高手低，將環境運動落在每個人身上做出成

果，才會對環境整體有利（陳曼麗，2002）。 

3. 公益功能 

本指標主要是觀察組織是否能提高生活品質、是否能淨化人心、

是否能增加社會凝聚力、是否容易號召民眾參與活動、是否舉辦大型

公益活動、服務對象是否為社會弱勢團體。 

從主婦聯盟所從事與推動的活動中，不難發現其公益的功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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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透過環境保護和消費品質工作來提高生活環境的品質；（2）

從事婦女成長工作來提升婦女的自信心，並進而關心社區；（3）舉辦

各項環境保護等議題的活動，鼓勵民眾參與進而增加社會的認同；（4）

藉由消費品質的共同購買工作，也可提供工作機會，服務弱勢團體
37

等。各公益性工作如表5-2-3所示。 

表 5-2-3 主婦聯盟之公益性工作 

項  目 內             容 

環境保護工作 ♦ 舉辦「環保媽媽營」及「生活環保動手做」課程，鼓勵更
多主婦加入推動生活環保的行列。 

教育工作 ♦ 

♦ 

舉辦「親子遊戲學數學」種籽家長研習營，以協助家長將

此種合作思考、友愛學習的文化，傳播到家庭、校園和社

區。 

協助家長會在學校、社區規畫「校園步道」、「數學步道」

以利鄉土教學之進行。 

婦女成長工作 ♦ 籌畫辦理婦女迎新活動。 
♦ 
♦ 

♦ 

♦ 

籌畫辦理關懷所有會員的活動。 

以成長團體的形式，提升婦女解決問題的能力，增進婦女

參與社會的能力。 

快樂學習：籌劃不定期的演講與活動，以切磋琢磨的方式

培訓師資。 

婦女權益問題的探討與對外交流。 

消費品質工作 ♦ 舉辦吃的自力救濟消費系列講座，教導如何買的安心，吃
出健康。 

♦ 

♦ 

♦ 

舉辦「生產者之旅」的產地參觀活動以推動本土有機農

業。 

藉由「共同購買」凝聚消費者，鼓勵好的生產者，以發展

鄉城合作關係。 

透過「共同購買」的運作模式，提供工作機會，以協助弱

勢團體。 

資料來源：主婦聯盟網站

http://forum.yam.org.tw/women/backinfo/recreation/womenf.htm 

綜合以上，本研究依理論所建構之非營利組織公共性架構來觀察

主婦聯盟之公共性，如表5-2-4所示。 

                         
37 自1996年起提供工作訓練機會給醫院的復健精神病患（翁美川，20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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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主婦聯盟的公共性一覽表 

檢視主婦聯盟的公共性 
因  素 指 標 內 容 

基金會 合作社 
資訊是否公開 是 是 

財務收支是否公開 未完全對外公開 對社員公開 

經費財源是否獨立 是 是 

決策運作的透明化 是 是 

公開度 

(透明度) 

領導方式是否民主 是 是 

明確界定且為組織成員共同認同

的公共服務使命 

是 是 

非利益分配 是 依合作社法規定

公信力 

合法性：是否依法正式登記，並

接受相關法令監督、是否遵守章

程規定之設立宗旨。 

是 是 

是否以集體、民主的決策程序 是 是 

民眾是否願意主動參與活動 是 是 

參與度 

職工與義工的參與程度 高 高 

是否具備媒體知名度 是 是 

公關工作是否成功 是 是 

是否製播公益廣告 否 否 

知名度 

是否經常動員義工 是 是 

決策的核心成員非具有家族血緣

關係 

是 是 

人事任用非由家族成員掌控 是 是 

非經營營利部門 是 是 

非與特定政黨合作 是 是 

非私有性 

非因政府支持而喪失組織的自主

性 

是 是 

是否支持或推動社會運動、是否

強調公民意識、是否倡議社會改

革、是否倡導新觀念。 

是 是 

是否進行法案的遊說、是否以監

督政府施政為訴求重點、是否關

心公共政策議題。 

是 不似基金會顯著

公共利益的

功能(倡議

性、遊說功

能、公益功

能） 

是否能提高生活品質、是否能淨

化人心、是否能增加社會凝聚

力、是否容易號召民眾參與活

動、是否舉辦大型公益活動、服

務對象是否為社會弱勢團體。 

是 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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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目前主婦聯盟的難題 

1. 部分合作社社員對公共性的認知不足 

當社員對組織的理念不清楚時，就會有許多的抱怨，因為這些後

來加入共同購買的人，主要關心的是自身吃的健康，有些人並不在乎

組織推動共同購買的意義是什麼，只在意自己是否可以方便購得健康

食品。因此組織理念的傳遞是非常重要的，但事實上對於一般社員傳

遞基金會的理念仍是不容易。 

A-1：但合作社有很多社員都不想了解（基金會在做什麼），我們是藉由刊物的合

併希望你一定要了解，可是社員抗拒說，我一年繳六百塊，我不要看前面那些東

西，我要看後面的，怎麼後面的篇幅那麼少？我們現在有一千多個社員拒繳六百

塊，我們很頭痛，⋯⋯。（A-1，155-158） 

A-2：社員當然有很多種，比較令我們⋯嗯⋯感到困擾的是，存著消費心態的，來

這邊要求你要怎麼樣怎麼樣。那我們就是說⋯⋯我們的理念還沒有傳達給

他，⋯⋯。目前比較困擾的就是完全以一種消費者心態，有理講不清，尤其如果

你要跟他傳遞這些理念而他無法接受的時候，那是比較讓我們困擾的。（A-2，

147-149、153-155） 

A-1：如果把這個組織當作是一個社教機構，有義務對社會大眾提供終身學習的機

會，我覺得要很清楚定位成這樣子，可是光是這樣的概念要所有工作同仁都搞清

楚，已經很辛苦了。因為它的經濟性很容易流於顧客化，若顧客化就完了，營利

的感覺就會出來的，就會以利益作取向。而若以人為目的，以社會公共性作為取

向時，就絕對是社團法人，這東西要很清楚。（A-1，163-168） 

2. 主婦聯盟基金會與合作社對於公共性認知的差異 

主婦聯盟基金會與合作社對於公共性認知的差異，導致了合與分

的困擾。這部分包括了對共同購買的交易行為是否為營利、外界對組

織公共形象的疑慮、組織是否會失去原有的理想等等。 

A-3：兩邊都用主婦聯盟的名字其實是有一點困擾。⋯有的消費者買了東西之後不

滿意想要申訴，有些搞不清楚，一下子就會打電話到基金會來，他覺得我就是信

任主婦聯盟這個名字，結果你主婦聯盟給我的是這個東西，⋯我們對那邊沒辦法

掌控，甚至連監督也沒辦法。因為那邊有它現實的考量，但我們這邊希望是高標

準。⋯在這種狀況下可能會變成基金會以前太理想性，你今天變成實務在操作時，

這個理想性就很難達到，所以它會妥協。但我們這邊又不願意妥協，所以彼此之

間還是會有些拉鋸。（A-3，631-635、638-639、64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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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決策的人員裡面比較多屬於那個議題時，會造成排擠效應，或者是不安，覺

得很難 control。所以這個部分會影響組織，使組織一直分化和分裂。這並沒有什

麼是與非，我覺得其實是歷史階段的一個必然。因為我們這樣一個組織是角色的

集合，像環保是一個，但當環保被解釋到廣義時，就變成什麼都可以做。於是當

不同議題進來時，就有不同 group的人去做，早期必然是這樣子。所以現在接下

來就要分眾了，慢慢要分類，像步道協會和家長協會就分出去了。（A-1，132-139） 

A-3：他們認為不會難掌握，誰知道？（苦笑）這個部分就變成要小心處理。所以

我們已經看到一個危機，主婦聯盟好不容易十五年來建立起這樣的形象，如果是

說因為失去控制的話，他們就拿著主婦聯盟的招牌這樣做做做，其實大家會很痛

心的。（A-3，724-727） 

A-3：還有一些人可能是說在合作社裡面擔任理監事，並未支領薪水，有些人也是

基金會的董監事，所以這裡面是有一些重疊的。因為合作社這邊算是第一屆，所

以滿多理事還是從這邊過去的。因為它的理事產生方式是由社員選的，那第二次

的改選就不一定會再由這些人擔任了，說不定社員會有自己的運作，甚至有十幾

個取貨站的站長，他們手中握有一票人，也可能取而代之。如果取貨站能影響他

們的人的話，說不定從取貨站出來的理監事就會比較多了。所以彼此之間是否仍

能合作無間，都是未知數。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在討論中有提到，可不可以建

議生活消費合作社不要用主婦聯盟了？因為現在我們理監事的重疊度還滿高的，

現在還可以主導，但第二屆之後，再要叫他們改名會很難。（A-3，709-719） 

A-3：只要大家是心平氣和地把組織分出去，其實是沒有問題的。（A-3，730） 

（1）主婦聯盟基金會與合作社必須釐清對公共性認知的差異 

目前不論是對共同購買是否為營利行為、對基金會的捐款減

少、外界對組織公共形象的疑慮、組織是否會失去原有的理想等

疑慮，都是組織要去面對的問題，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組織的「公

共性」。 

（2）主婦聯盟基金會與合作社必須釐清彼此的關係與定位 

主婦聯盟面臨基金會與合作社的分合問題，雖然目前在法令

上已屬兩個不同的法人組織，但由於目前使用同樣的名稱，對外

界而言仍認定為同一組織，再加上組織成員的重疊性，使得彼此

的關係與定位有釐清的必要。 

（3）主婦聯盟基金會加強組織理念的傳遞 

當組織成員對組織的理念不清楚時，就會有許多的抱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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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些後來加入共同購買的人，主要關心的是自身吃的健康，並

不在乎組織推動共同購買的意義是什麼。因此理念的傳遞是非常

重要的，雖然對於一般社員傳遞組織的理念仍是不容易，仍然要

持續對內與對外的傳遞，由此可知知識分享在組織所扮演的重要

地位。 

 

綜合以上，從公共性的各項指標內容來看，主婦聯盟不僅符合本

研究對於非營利組織的定義，「具有正式結構的民間組織，它是由許

多志願人士所組成的自我管理團體，其組織的目的是為公共利益服

務，而非為自己的成員謀利。」同時可看出主婦聯盟所呈現出的公共

性是相當高的。 

另外，從表5-1-1中可以看出自1991年至今12年間的歷史軌跡

中，主婦聯盟在實現共同購買的理想過程中，雖然受到法令的限制和

種種的困難，卻仍然要保有組織的公共性，因此不斷改進組織的型

態，以達到成員共同參與的理想，過程中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公共性。 

二、主婦聯盟的知識分享 

本研究以理論推演所建構之非營利組織知識分享機制，來觀察主

婦聯盟的共同購買。知識分享機制包含六個主要構成要素，分別為：

建立知識交享的報酬制度、建立組織成員間的工作關係、建立組織成

員的共同知識、提供組織成員一些知識交流的場所與時間、建立組織

的知識仲介、建立組織內知識分享文化的領導者。 

（一）建立知識分享的報酬制度 

合作社對於能夠貢獻組織的成員均會有一些經濟的回饋，例如給

予特別的加給或是津貼等，如以下所述。 

A-1：知識分享的報酬制度，比方說我們的解說員，基本上都會有一點微薄的收

入，⋯⋯某種程度的知識分享也會帶有經濟性，這也不迴避，有經濟的回饋。⋯⋯

有特別表現時會有特別加給。⋯⋯這個經濟的回饋是存在的，比方你會講，你出

去解說，會有一些回饋，就是津貼。（A-1，264-273） 

但是，經由人員訪談及直接觀察中發現，目前加入主婦聯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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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是合作社的人，不論是義工、專職人員、社員或是與合作社配合

的生產者，均有一些相似的特質。例如：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有一種

「雞婆」的熱心、讓人有溫暖的感覺、利他的精神、平權的觀念、充

足的遊說能力、積極的態度與自我驅策力等。如下所述： 

1. 理想主義者 

A-1：發瘋啊！多少是瘋狂，理想主義者多少都是個浪漫而瘋狂的人。狂熱分

子！⋯⋯我們裡面已經累積不少人是這樣（A-1，181-182） 

B-6：我覺得她這份理想的熱情似曾相識—合作社理事主席不也如此自稱是理想份
子嗎？這種理想的色彩在這幾位元老級的人物身上倒是頗為一致。（B-6，42-44） 

2. 有一種「雞婆」的熱心 

A-3：有一些比較雞婆的人，受過好的教育的人，有思想的女性，應該把她們集合

在一起，讓這個力量不是在家裡面荒廢掉，⋯。（A-3，52-53） 

A-3：基本上會參加這個組織的人都是比較雞婆型的，一定有看到一些東西，才會

進來和留下來，要不然她不會來的。（A-3，283-284） 

A-4：你會發覺衝著理念進來的人，有一些特質很好玩，她們就是很雞婆的，很熱

心的。（A-4，308-309） 

3. 讓人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B-6：我們和站長寒喧後，坐在站長的對面，站長一邊熱情地倒了茶水給我們，又

怕我們會熱（今天天氣不錯，氣溫滿高的），趕緊打開我們身後的電扇，後來又覺

得電扇對著我們直吹不好，所以請我們和她交換位置坐下。這些自然的動作，展

露出母親般的溫暖，讓我們感受有在家的溫馨，所以不難想像她之前擔任共同購

買的「班長」時，應是有相當凝聚社員的能力。（B-6，20-25） 

4. 利他的精神 

B-5：待的久的義工也都是憑著一股「看到社會問題無法袖手旁觀」的利他精

神，⋯。（B-5，34-35） 

B-7：全世界的合作社都是從「利己」開始，只有台灣是從「利他」開始，先關心

外面的環境，然後再想到自己。（B-7，122-123） 

5. 平權的觀念：組織內沒有大小之分 

A-1：叫我來紅就好了，或者來紅姐！（A-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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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自我介紹後，要我們直接喊她名字即可：「因為外面的人需要一些頭銜，但

我們裡面的人彼此都是直接稱呼名字，這樣比較親切。」（B-5，4-6） 

A-3：每一個會員都是使我們能夠生存下去的重要夥伴，沒有什麼大義工、小義工

的，每一個人對主婦聯盟都很重要。（A-3，615） 

6. 充足的遊說能力 

B-3：訪談結束後她也稍微問到在我工作的 YMCA是否有什麼合作的可能性，由

此可以證明她在主婦聯盟的倡議性和遊說的功能上皆頗有發揮，並可看出她個人

確實在這些方面著力甚深。（B-3，54-57） 

B-5：聽到我們說有個唸小學的孩子，她立刻邀請內人加入她們的行列一起關心九

年一貫，隨即談了一些理念和如何實際付出時間等等。剛見面不到五分鐘，她就

展開她的遊說能力了！（B-5，6-8） 

7. 積極的態度與自我驅策力 

B-3：第一個訪談的對象是理事主席，她看起來十分幹練，雖然已經是祖母級的人，

但談起合作社的理念仍然充滿熱情與理想，而且不斷有新點子。在進入正式訪問

之前，她先興奮地告訴我們一份有關學童早餐的報告，原來她曾經到台北縣新店

市的北新國小演講，該校的校長和老師也很有心地作了後續的一個全校性的調

查，她從這份學童吃早餐的調查，談到早餐跟文化傳承的關係，興致勃勃。在我

們的訪談間，她還再次提到這個學童早餐的事，她表示當自己覺得有個問題值得

去關心而去跟他人談，結果該人竟然真的去做了一些事，於是她又想到她還可以

做些什麼，是不是在報紙上鼓吹？等等。後來在十二月五日的中國時報家庭版上，

研究者果真看到由理事主席提供圖與文的『真愛早點』小專欄！訪談中理事主席

的個人領導風格處處流露，⋯看出她是一個很能傳播觀念並影響別人的人，而且

她本身也是行動派，劍及履及⋯。（B-3，39-50） 

B-3：從她（基金會董事長）如此流暢地講了一個多小時，可見她對主婦聯盟的投

入甚久也甚深，還有正如她自己也提到的，許多人已經來訪問過主婦聯盟，她們

也經常到各個社區、學校等團體去演講，所以可想見類似的內容她已經講的十分

熟練。由此又可發現，這個組織從一開始就因為具有很強的理念，加上婦女的熱

情與執著，甚至用她們自己的話說「雞婆」精神，所以她們已經很習慣抓住機會

就傳遞理念和知識。因為她們非常願意有更多人投入改善台灣社會，所以非常樂

於分享知識。（B-3，39-55） 

B-1：參與研討會的人員，在會議進行的過程中均十分專注，並踴躍參與討論，而

且都有自己的主張。（B-1，111-112） 

B-1：研討會的討論與回應進行中，台下的與會者也會提供自己的經驗與看法。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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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過程很熱烈，沒有冷場，只是受限於時間未能繼續進行，但活動結束以後，仍

然有二十多人，分散於會場中繼續討論。（B-1，104-106） 

B-8：有七、八位社員圍著老闆繼續聽講解並發問。後來產品部專員陳小姐轉述老

闆告訴她說，這些媽媽社員們是他見過最認真的，因為都問一些深入的問題，一

般人根本不會想到的。據我們所見，同樣的問題有不同的人來問老闆，而且都問

的很認真。（B-8，117-121） 

B-8：今天參觀了這三家生產者，雖然都生產不同的產品，但三位生產者均有共同

之處，就是他們對自己生產的產品有較高的要求標準，因此也願意配合合作社的

嚴格要求。（B-8，152-154） 

由以上可知，具有共同理想的人結合在一起，組織了主婦聯盟，

她們不計代價地投入各項的工作，為的就是實踐共同的理想。這些「個

人的特質」，類似 David McSelland成就需求理論所說的高成就動機

者。高成就動機者喜歡中等以上的工作，傾向選擇較難的挑戰來增強

自己的成就感，他們比低成就動機者更想獲得回饋（Kreitner & 

Kinicki，陳素勤譯，2001：213）。 

A-4：我們可以在這個環境裡面嘗試做做看。我高興的是，這個團體容許我去嘗試，

在嘗試的過程中當然也會有不太舒服的，但是到後來會有一些成果出來，比如像

生產班，其實就有點像是workers，是一群媽媽憑著理想，把我們很好的材料做成

成品，提供給沒有時間或不會做的上班族社員。（A-4，377-381） 

B-6：看到原本沒有自信的媽媽或精神病患在這裡得到肯定，增強自信，是她最大

的快樂。（B-6，35-36） 

B-6：因為她具有理想，所以願意嘗試新的事務，也由於她的堅持才能將理想實現，

例如媽媽生產班以及輔導精神障礙者到合作社工作，都是從她開始的。（B-6，

28-30） 

既然是屬於高成就動機的人，組織應適當引發成員的利他精神，

給予其參與決策的機會，除了讓自己進步外，並從工作中獲得成就

感。在專職員工的部分，組織的獎勵仍應朝向以互惠為主，而不是只

以個人報酬為主。從人員訪談的過程中，不難發現專職員工之間知識

分享的動機，除了是為了個人進步外，互惠是最主要的考量。 

A-2：大家應該都是互惠，當然個人進步的動機也很強。（A-2，256-257） 

A-2：我們所面對的問題都是即時性的，今天配送什麼樣的菜，或配送的不對，那

一天要扣款，這些事都是要臨時解決的，大家一定是互相幫助，一起面對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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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A-2，74-76） 

在「建立智者的地位」這方面來看，當組織成員愈是分享自己所

知，自然愈能在組織中建立了智者的地位。例如：（1）專訪基金會董

事長時，她認為當大家把強項拿出來工作的話，其實是讓每個人在這

個組織裡有被尊重的感覺。不難了解一旦組織成員願意把他所擅長的

部分拿出來與他人分享的話，其實也就是建立了他在這個組織裡的地

位。（2）在與組織部經理訪談的時候，雖然她認為合作社理事主席是

組織中一位很重要的知識仲介者，但在言談中，不難發現組織部經理

對理事主席表達了欽佩之意。（3）當研究者參加生產者之旅的過程中

與產品部專員閒談時，她表示她的產品知識來自於某理事，言談中流

露出對該理事的尊敬。 

A-3：當一個組織鼓勵大家把強項拿出來工作的話，其實是讓每個人在這個組織裡

有被尊重的感覺。（A-3，495-497） 

A-2：我們的理事主席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仲介者。因為合作概念是她非常

的⋯⋯（邊點頭邊比手勢），⋯⋯。（A-2，320-321） 

B-8：她加入產品部負責乾貨部門已有兩年多，剛開始承接黃淑德理事（目前兼任

產品部顧問，同時也是主婦聯盟基金會消費品質委員會主委）所留下的線，然後

慢慢擴大接觸面。她認為在產品的資訊方面，黃淑德理事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她很欽佩黃理事，說黃理事大學念的是獸醫，出國進修拿了公共衛生和圖書管理

兩個碩士，加上過目不忘的本領，把所學的融會貫通，運用在合作社的產品開發

上，陳小姐認為黃理事是產品知識上的關鍵人物。（B-8，29-35） 

（二）建立組織成員間的工作關係 

1. 組織成員間「非正式的」工作關係 

實踐團體是一種非正式的工作關係，是一種自發性的團體，通常

是由具有互補性知識的同事共同組成之團體。由於他們的業務、興趣

和目標相近，所以時常在一起彼此打探消息、溝通、互相教導與直接

合作。主婦聯盟合作社有一些類似實踐團體的自發性聚會，如合作社

取貨站的站長聯誼，透過自發性的聯誼活動，彼此分享工作心得與經

驗。 

A-1：私底下還有一些自發性的聚會，比方取貨站的站長聯誼，⋯⋯。（A-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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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織成員間「正式的」工作關係 

（1）派專員至國外機構學習或是工作輪調 

主婦聯盟推展共同購買，係受到日本生活俱樂部的影響。自1991

年在一次國際消費者組織聯盟研討會中，接觸到當時日本已有二十多

年共同購買運動經驗的生活俱樂部，經過數次交流、實地觀摩，吸收

他們的經驗與知識，將成果應用到目前共同購買的任務上。最近也常

選派人員赴國外觀摩和參與相關的會議，例如：（A）參加2001年假

韓國舉行的亞細亞姊妹會國際活動，除針對婦女、環境、消費等議題

進行研討外，並且參觀韓國女性民友會的取貨站、拜訪農友的有機生

產栽培方式。（B）參加2002年假加拿大舉行的第14屆國際有機農業

運動聯盟（IFOAM）有機農業世界大會，獲得各國在有機生產的經驗

與成果。（C）參加2003年假馬來西亞舉行的全球焚化替代聯盟國際

會議（GAIA），倡導清潔生產、零垃圾觀念及國際環境正義。 

此外，主婦聯盟基金會與合作社之間，有部分成員是重疊的，例

如：有人擔任基金會的董事，同時也是合作社的理事。部分成員職務

具有雙重身份的好處是，能夠將本身的知識和經驗與其他成員分享，

這也是另一種型態的工作輪調。 

（2）正式的良師輔導計畫： 

主婦聯盟基金會及合作社雖然沒有設立正式的良師輔導計畫，但

是在工作與會務的推展過程中，新進人員都會有資深人員自發性的協

助，如基金會方面是來至於委員會、專案小組的成員或資深義工的協

助，而合作社方面，會有周圍同仁的協助、理事或顧問的幫忙。 

A-3：我們在內部這個累積的東西，就希望累積到各個委員會裡面。那我們也希望

大家在這個部分要精益求精，就說每天會想到的東西可能不太一樣，曾經被大家

討論過的，那資深的人就告訴資淺的人。（A-3，260-262） 

A-2：跟他（合作社職工）工作最相關的人會幫助他。（A-2，99） 

A-2：像黃淑德理事，她是理事所以不能兼工作人員，可是她有產品的專業知識，

所以她來當我們的顧問，經常進出。（A-2，381-382） 

B-8：她加入產品部負責乾貨部門已有兩年多，剛開始承接黃淑德理事（目前兼任

產品部顧問，同時也是主婦聯盟基金會消費品質委員會主委）所留下的線，然後

慢慢擴大接觸面。她認為在產品的資訊方面，黃淑德理事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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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B-8，29-32） 

（3）成立任務小組與策略社群 

主婦聯盟基金會主要的工作是由各委員會負責推展，如有需要也

會成立專案小組來執行任務，專案小組就是一種任務小組。而在策略

社群方面並未刻意去設立，但是事實上，委員會與專案小組的成員均

為義工，來自不同的專長領域並且自發性強，均主動召開會議討論。

主婦聯盟容許委員會與專案小組享有極大的自主權，使得在委員會與

專案小組中是一個大家都能開誠布公，共同學習的環境，這樣的情形

類似於策略社群。成員透過彼此實際接觸，使得每位參與者能夠使用

同樣的語言，易於溝通，並為互相尊重打下基礎，能夠更有效率的分

享知識。 

另外，主婦聯盟合作社將社員成立「班」的組織，是一種小型的

計畫性團體購買組織，除了班員負擔部分的工作（如集合訂單、接貨、

分貨等）來降低成本外，班員同時在參與過程中，極易打破日益疏離

的都會型人際關係，重新建立互助的生活模式，甚至由此獲得許多珍

貴的友誼。 

A-3：我們會說這是一種合作思考，大家一起來討論，然後共同決策，決策了以後，

知道該怎麼做，然後大家分工去做。（A-3，584-585） 

A-3：她若時間夠多，可以參加四個委員會，沒有問題。（A-3，587） 

A-3：可能有某個媽媽提議到某家餐廳。只要有人（大部分都是委員會的主委）起

個頭，然後大家就會一起約會見面。（A-3，591-592） 

A-1：班長的聯誼是我們這邊安排的，站長聯誼是自發性的。還有委員會，比方

GMO委員會和合作教育委員會，雖然是固定的，但他們是自發性的。（A-1，280-282） 

（三）提供組織成員一些知識分享的場所與時間 

1. 提供組織成員一些「非結構化」知識分享的場所與時間 

以基金會來說，許多委員、義工會自發性地約在基金會辦公室或

辦公室附近的餐廳、咖啡館談話。 

A-3：滿多媽媽會約在主婦聯盟，或者是去主婦聯盟附近的餐廳或咖啡館，如金石

堂裡的金池塘和旁邊的羅多倫咖啡店，都是我們經常約會的地點。（A-3，589-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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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作社來說，在總社方面會提供午餐，專職人員自然會在用餐

的過程中有一些知識得交流；另外也會不定期由組織成員自發性舉辦

郊遊活動，藉由輕鬆的聯誼活動來增進成員間的友誼與信任。在社員

方面，社員會在取貨的時候出現或聚集，這些地方就是各分社、或是

取貨站、或是好所在，還有是由社員組成的「班」，在取菜的時候，

大家就會到定點去；在這些地方，大家會聊一聊彼此的近況，分享一

些生活上的心得。 

A-2：我們中午大家都會在這個會議室裡一起吃飯，這是我們提供的伙食，時間一

到喊吃飯了，大家都會進來，然後在這邊多少會談論一下，有的。（A-2，267-270） 

A-2：目前我們組織內部就是自己形成的小活動，比方賞鳥的活動、爬山的活動，

另外我們還有員工的福利，我們組成一個員工福利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根據大家

繳的費用來辦活動，一年大概辦一到兩次。透過這個活動，大家反正就是很放輕

鬆的，⋯⋯也是一種聯誼方式、溝通方式，透過這些聯誼大家彼此了解。（A-2，

280-284） 

A-1：那就是「取貨站」，各「分社」和「好所在」，還有「班」，在取菜的時候，

大家就會到定點去。（A-1，284-285） 

B-6：每位社員進來（好所在）都會和工作人員寒喧，或是聊一聊最近的生活狀況。

（B-6，15-16） 

2. 提供組織成員一些「結構化」知識分享的場所與時間 

結構化的知識交流大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基金會與合作社均常常

舉辦相關的演講會、研習會以及讀書會等。在活動方面，基金會以舉

辦環境保護有關的活動為主，例如：環保媽媽營、親子遊戲學數學、

種籽家長研習營、跳蚤市場活動等。而主婦聯盟在共同購買的具體作

法包括了舉辦生產者與消費者園遊會、拜訪生產者之旅、班長聯誼會

以及農友大會等，說明如下： 

（1）舉辦生產者與消費者園遊會、拜訪生產者之旅等 

這些活動都可以說是一種知識展覽會，雖是結構化的知識交流場

合，但仍有些自發的性質。參加者藉由自由交談，建立起新的關係，

和發掘新的合作方式。人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到處走動、交際並有充足

的時間談話。主婦聯盟合作社藉由舉辦生產者與消費者園遊會、拜訪

生產者之旅等活動，達到社員、生產者、工作人員之間的之知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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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藉著這樣的過程（生產者之旅），等於生產者藉由直接的說明向社員保證產

品的品質，社員也直接提出使用上的疑惑並獲得解答，進而更接受合作社的產品，

同時對合作社的認同感又加深了一點。（B-8，59-61） 

B-8：老闆也是十分詳細地介紹製程及各項設備，老闆對於溫度、溼度和時間的控

制十分注意。從整個的製程可以發現，起初在父親手中的麵線廠完全是基於多年

經驗，可說是一種內隱知識，到了兒子手中，不但繼承，更將之外顯化，他的碩

士論文即是以溼度的變化對於麵線的影響為探討主題。而且廠裡的機械設備與流

程全是由這位老闆改良的，他說他已經修改過五次了。父親的內隱知識在他手中

已化為具體的溼度、溫度、時間、數量、流程順序。麵線的彈性背後有原因，白

麵線變紅麵線背後有原因，這些都成為可以傳遞的知識。不久前他也應邀北上至

主婦聯盟辦公室向社員演講。（B-8，108-116） 

B-8：有七、八位社員圍著老闆繼續聽講解並發問。後來產品部專員陳小姐轉述老

闆告訴她說，這些媽媽社員們是他見過最認真的，因為都問一些深入的問題，一

般人根本不會想到的。據我們所見，同樣的問題有不同的人來問老闆，而且都問

的很認真。（B-8，117-121） 

B-8：在此次行程（生產者之旅）中，發現了幾種藉由不同對象間互動所產生的知

識分享，包括了產品部—→社員、生產者—→社員、生產者←→產品部、社員←

→社員、組織部←→社員。（B-8，11-13） 

（2）舉辦演講會、研習會、讀書會 

透過結構化的知識移轉場所進行知識的移轉。組織成員在研習會

或演講會中，不但吸收他人的知識，同時也藉由討論與交流與其他成

員進行知識的分享。主婦聯盟所舉辦的研習會、演講會或讀書會的頻

率相當高，分別由總社、各分社、取貨站舉辦，平均每週一次；內容

也具多樣化，包含環保、健康、自我成長、認識蔬果食品、烹調教學

等課題。 

B-4：有三、四位婦女匆匆地走進一樓大門，看來她們並非互相認識，而且並不是

第一次造訪，因為基金會的一樓外並無任何明顯的招牌或指標，她們卻逕自走入，

沒有張望，顯然來這裡聽演講都不是第一次了。（B-4，3-5） 

B-4：從大家的反應（包括我們自己聽完周先生對於豆腐乳的解釋後），看出這場

演講在知識的分享上是頗有成效的，社員關心的是食品的健康與安全問題，合作

社邀請合作的生產者現身說法，等於把有關產品的知識傳遞出去，⋯。（B-4，50-53） 

B-4：除了生產者向社員分享知識、社員之間分享經驗談之外，合作社產品部的專

員也不忘抓住機會跟生產者要求分享知識。（B-4，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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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班長聯誼會 

共同購買中「班」是一個重要的組織，「班」的組織，也就是一

種小型的計畫性團體購買組織，班員負擔部分工作（如集合訂單、接

貨、分貨等等），以降低成本。除此以外，班員同時在參與過程中，

很容易打破日益疏離的都會型人際關係，重新建立互助的生活模式，

甚至由此獲得許多珍貴的友誼。但是班長是辛苦的，所以當主婦聯盟

合作社舉辦班長聯誼會，除了使各班班長互相認識聯誼之外，同時藉

由心得分享，並可強化社員對合作社的向心力（莊麗珍，2001）。 

（4）農友大會 

「農友大會」是一種開放的論壇，也是一種型態的知識市集，人

們在論壇中集合起來，對共同有興趣的議題展開討論。主婦聯盟每年

春、秋季各舉辦一次農友大會，讓參與共同購買的蔬菜農友可以和工

作人員聚集共同討論。主要的目的是解決生產計畫的分配、提升種植

技術、農藥檢驗與蔬菜品質的改進、運輸的配合以及反映困難等。過

去農友會的會議內容多在告知規範、溝通觀念，但自 2002年起增加

了對有機農產品認證、有機種子種苗的觀念和進口農產品的競爭趨勢

等，透過這樣長期的溝通與多元化的學習，讓所有的農友不斷地成

長，如此才能促使合作對象都能夠達到合作社對產品環保、安全、健

康、永續的生產訴求（黃淑德，2002）。 

（四）建立組織成員的共同知識 

由於主婦聯盟成員擁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語言，因此彼此之間

的感情緊密。 

A-1：這裡面同儕的情感比較緊密，有異於一般的，社員和社員一講起來就很親切，

我想共同的語言是很清楚的。比方對品質，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標。（A-1，185-187） 

1. 語言與符號（symbol） 

主婦聯盟基金會常常提醒成員的一句話是「勇於開口、敏於行

動、樂於承擔」，但董事長常講的是「溫柔的堅持」，也道出女性對環

境保護工作的堅持。至於合作社對外宣導「生活綠主張」，就是共同

購買的理念，而對內部員工講的是「品質和服務」。 

A-3：在主婦聯盟（基金會）裡面有一句話：「勇於開口、敏於行動、樂於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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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82） 

B-5：從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女性特質的領導作風，古道熱腸，看到一些問題沒辦

法袖手旁觀，而且非要找出個辦法不可，套用她自己的話，是一種「溫柔的堅持」，

這句話雖不像正式的口號「勇於表達，敏於行動、樂於承擔」，但也被她提了兩三

次。（B-5，86-89） 

A-1：合作社只有一個就是「生活綠主張」。（A-1，287） 

A-1：我講的就是「品質就是組織的生命」，我常常講。其實品質何嘗不是一個人

的生命？一個人沒有活出一個品質也實在沒什麼意思。（A-1，289-290） 

A-2：品質和服務是經常對內部的員工在講的，對外的就是共同購買的理念。（A-2，

317-318） 

2. 面對面的會議 

主婦聯盟為推展各種工作，並強調大家的參與，所以常召開各種

會議共同討論，諸如：董事會（基金會）、理事會（合作社）、監事會、

社務會（合作社）、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部門會議及主管會議（合

作社）等。 

A-2：各部門之間會有小組會議，雖然大家都忙，但是各部門每星期都會固定有一

段時間，彼此來講目前工作怎麼樣，那一邊好像不太對，大家就會一起來幫忙他。

（A-2，118-120） 

A-2：禮拜一和禮拜五是整個合作社的主管會議，就說你每個部門的部門政策宣

佈，跟大家溝通協調，有什麼樣的困擾和心得，都是在這個會議中提出來。（A-2，

127-129） 

B-5：開會似乎是內部一項重要的知識分享方式，連同之前所訪問的合作社理事主

席、合作社組織部經理，都不約而同的提到她們開會的情形，強調她們尊重不同

的意見，而且非常鼓勵每一個人都要把自己的看法提出來，⋯。（B-5，73-75） 

3. 教育訓練 

由於環境保護的議題廣泛，有些部分涉及了專門的知識，因此主

婦聯盟會以舉辦演講會的方式來進行教育訓練，藉邀請專家學者的演

講方式，來建立組織成員具備所需的共同知識。至於主婦聯盟合作社

的工作內容較為清楚、標準化，所以會依需要舉行專職員工在職訓練。 

A-2：內部員工自我的教育，還有產品訊息的教育，都很重要。所以基金會開的課

大家都要輪流參加，回來要把所聽到的報告出來。（A-2，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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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行對內、外文宣與刊物 

一般組織都會發行對內或對外的文宣、刊物，藉以介紹組織、宣

傳組織的文化、傳遞相關的資訊，主婦聯盟亦同。如前「資訊公開」

所述，主婦聯盟體驗組織「資訊公開」的重要性，希望整合主婦聯盟

基金會與合作社間的豐富資訊，以表明這兩個組織是社會的，也是大

家的組織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主婦聯盟認為刊物是運動

團體的靈魂，擔負著組織目標與理念的傳遞，提供成員們組織的工作

內容與相關的訊息（黃菊秋，2001：3）。也因此《主婦聯盟會訊》自

第 100期以後將原有之編輯委員會，改為跨各委員會之編輯小組38。

又自第 136期（1999年 5月號）起和綠主張共同購買中心之刊物—

《生活者主張》合併成為《主婦聯盟．綠主張》。更自第164期（2001

年9月號）起，除了主婦聯盟基金會與合作社繼續結合之外，同時與

台中工作室合刊（陳婉君，2001），稱之為「主婦聯盟月刊」。以期達

到推動理念、擴大會員交流的功能（黃菊秋，2001：3）。 

（五）建立組織的知識仲介 

組織中的知識仲介，將知識買賣雙方結合起來，為知識的需求與

供給搭上線。知識仲介可以是組織裡的某些人，也可以是以知識分布

圖來呈現知識的來源。不論採取何種方式，組織中的知識仲介就是組

織知識市集買、賣雙方的知識介紹人，促成買、賣雙方的知識交易。 

1. 組織中的知識仲介者 

主婦聯盟的知識仲介者，在人的方面，包括了組織的領導者、組

織的資深人員、組織中的專家、秘書處（基金會）及組織刊物的編輯。 

（1）組織的領導者 

主婦聯盟領導者不但扮演了知識取得的角色，將知識由外部帶進

組織當中，同時也是人際網絡的聯絡中心，自然會成為組織的知識仲

介者，撮合知識的買方與賣方。 

B-5：許多外部來的知識都是透過人來傳遞，首先最主要的是董事長本人，因為她

最常代表組織出去參加會議，⋯。（B-5，59-60） 

                         
38 參見圖 4-1-1之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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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我參加非核家園推動委員會、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都是公開的。但是這個

東西畢竟是一個人去參加，也不能帶一個人去，所以開會的東西是累積在我個人，

但我會說如果妳對這部分有興趣的話，可以來問我，如果覺得問我不夠清楚，我

就說我的檔案資料都在，我會把一些重要的委員會的檔案資料另外設檔案夾。

（A-3，964-969） 

A-3：我們就會有一些人脈出來了，這個問題我們知道要去問誰。甚至不光是環保

上的問題，婦女問題、教育問題、消費的、自然生態的、組織管理的，在這個非

營利組織的系統裡面久了以後，自然就會知道有那些人在這個部分可以提供給你

什麼樣的幫助。（A-3，191-194） 

A-2：我們的理事主席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仲介者。因為合作概念是她非常

的⋯⋯（邊點頭邊比手勢），⋯⋯。（A-2，320-321） 

（2）組織的資深人員 

主婦聯盟成立之初就有一群家庭主婦，因有感於台灣環境污染的

惡化，乃決心從自身做起，改善周遭環境品質、提升生活素質，使下

一代健康、安全的生存下去。這些資深的成員，不注重自己的職務與

頭銜，總以義工自稱，對組織有著強烈的認同感與向心力。由於強調

自願的參與，以及在組織參與服務的時間比較久，對組織中的人、事、

物非常熟悉，所以也會發揮知識指引和仲介的角色與功能。 

A-2：⋯⋯另外就是資深人員，像我們的理事，也是我們的知識仲介者，他們經常

會提說那邊有什麼樣的資料，一些理事和資深人員經常會給我們一些資訊。（A-2，

322-324） 

（3）組織中的專家 

主婦聯盟合作社中，最讓社員關心的是有關產品的知識，因此了

解產品的特性是很重要的。產品部的工作人員除了扮演傳遞產品知識

的重要角色與功能外，也扮演了組織部與生產者之間的溝通中介角

色。由於產品部與生產者廣泛的接觸，一旦組織成員需要某些產品的

知識，除了請教產品部的同仁獲取所需的答案外，也可透過產品部同

仁的關係找到需要的答案。 

A-2：有一些擅長一些產品的應用者，也是一個仲介者。（A-2，324-325） 

其次，組織部在主婦聯盟合作社也是組織知識的仲介者，由於組

織部負責解決所有社員的大大小小問題，因此與社員接觸頻繁。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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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工作人員除了傳遞社員所關心的知識外，也扮演了合作社與社員

之間的溝通中介角色。 

A-2：像組織部是比較站在社員與組織之間的溝通橋樑，你要把這邊的訊息傳遞出

去，產品部比較站在生產者與合作社之間的溝通，所以當社員的要求我們傳達過

來的時候，他們要把所營造出來的理念和氣氛傳遞給我們，然後再去說服社員。

（A-2，184-188） 

（4）秘書處（基金會） 

基金會秘書處是將外部來的資訊傳遞給相關的義工委員，或是義

工委員透過秘書處取得相關的資料，由此可以說明「秘書處」扮演了

知識仲介的角色與功能。 

A-3：工作人員比較是我們的軸心，因為很多訊息進來是來到她們這邊，那如果秘

書處的這個軸心沒有把訊息pass出去的話，義工是不知道的，因為義工沒有每天

進來、沒有每天接電話、看信，她們不知道。所以這個資訊的掌握是在軸心裡面，

所以我認為秘書處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我會要求辦公室主任要了解各委員會在

做什麼事情，今天有訊息進來時，她要把她傳到適當的人手上，她對組織裡的人

要清楚，（A-3，892-898） 

B-5：她（基金會董事長）表示她非常重視秘書處的功用，視之為資訊的軸心，從

外部來的資訊進到這個軸心，她要求必須傳遞給相關的義工委員，要不然委員會

（尤其是主委）的訊息會不夠。由此可以說明「秘書處」扮演了知識仲介的功能。

（B-5，69-72） 

（5）組織對內外文宣、刊物（或設立組織的網站）的編輯 

組織會內刊物扮演了理念傳遞、資訊傳播的功能。所以組織會內

刊物編輯的角色，與組織的圖書館管理員相似。雖然他們主要的任務

是傳遞組織的理念與價值觀給所有的社員與關係人，但由於他們可以

從組織整體的角度來收集、管理資料，所以會有對組織整體的了解，

也會知道組織中某些人具備某種專業知識或能力。因此可以指引欠缺

某些專長或急需某種知識的人，很快找到他們所需要的人或資料。主

婦聯盟除了會內刊物以外，也設立組織的網站，藉以將理念與資訊傳

播出去。同理可知，組織網站的負責人（或內容的編輯）的角色與功

能和會內刊物編輯相同，均成為組織中的知識仲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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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製作知識分布圖 

主婦聯盟的知識仲介者，在知識分布圖方面，合作社是以組織圖

來呈現；基金會則在每月內部檔案的大事紀中註明了某一位相關的

人，如果有其他的人想深入了解的話，則可以透過秘書處查閱到相關

人員後直接去詢問。 

A-1：我們在分部門的時候，知識就分布在這些組織部門裡了，已經按部門分類了，

所以大致上這個就是我們的部門組織圖，從部門的了解就可以知道從那裡去找。

（A-1，294-296） 

A-3：像我們會訊後面都有大事紀要嘛，這是比較完整的紀錄，如果有人要看一些

資料的話，可以找到參加會議的人。會訊上面是沒有名字，但我們另有一份檔案，

每一件大事後面都括弧有名字的。如果你對某件事想進一步了解的話，可以問秘

書處，就可以進到檔案裡面找到可以問的人，（A-3，969-973） 

B-5：許多外部來的知識都是透過人來傳遞，首先最主要的是董事長本人，因為她

最常代表組織出去參加會議，其次是秘書處，接受各方訊息的傳遞，再其次是各

委員會。她承認主婦聯盟的知識多累積在不同的個人身上，因為到外面去參加一

些會議畢竟是極少數的人，但她在擔任秘書長時即建立了一套機制，就是每個月

都在會刊上登載大事紀要，起初每件大事後面都有括弧寫著參加者的名字，用意

即在若有人對該項議題想深入了解，就可以去問那個人。後來雖然在會訊上不刊

登人名，但在內部檔案中仍保存，任何人都可以透過秘書處查閱到人名進而詢問。

所以這部分可以對應到文獻所說的「知識分布圖」，而且是一種非常實用的作法。

（B-5，59-68） 

（六）建立知識分享文化的領導者 

誰是非營利組織的領導者？非營利組織的領導階層，不外是負責

機構決策的董事會和肩負日常事務的執行長，也可以說是組織的決策

核心。誰是主婦聯盟的領導者？以我國規範非營利組織的法源民法的

觀點，可知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保護基金會，應以董事會為治理機

構；而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應以理事會為治理機

構。 

根據 Murroy、Bradshaw、Wolpin等（1992）依董事會與執行長

間的權力分配關係，將董事會的運作模式歸納成五種類型（引自陳金

貴，1994：65-68）：（1）執行長為主的董事會（CEO-Dominated Board）

（2）主席為主的董事會（Chair-Dominated Board）（3）權力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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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Fragmented Power Board）（4）權力分享的董事會

（Power-Sharing Board）（5）無權力的董事會（Powerless Board）。 

由於主婦聯盟基金會強調是由義工參與的非營利組織，所以專職

人員並不多，雖然組織治理的機構是董事會，但由於強調組織全員的

參與，所以採取以上所述的第（4）類型態，為權力分享的董事會

（Power-Sharing Board）。其特徵為「董事會將權力整個分配到董事

們手中，但是對於重要事務，他們有高度的共識以及強烈的分享理

念，同時也具有對民主、平等和價值的認同。衝突難免會發生，但董

事成員們會不斷的交談，直到大家獲得共識。」 

主婦聯盟合作社的成員大多來至主婦聯盟基金會，自然延續基金

會的理念，同樣強調義工的參與。雖以社員大會為最高機構，但實際

治理運作則落在理事會的身上。權力分享的董事會，有高度的共識以

及強烈的分享理念，同時也具有對民主、平等和價值的認同，所以權

力是由全體共享，而非集中在某一人身上。雖然組織部經理認為合作

社的領導者應該是理監事會跟總經理，他們是一個平衡的關係，然後

是互助的、互惠的。但是在共同購買中心轉型為合作社的過程中，總

經理的職務一直不穩定，初期是由理監事的直接參與，因此目前來

看，合作社的領導者應該是理監事會。 

A-2：理監事會跟總經理，⋯他們是一個平衡的關係，然後是互助的、互惠的。（A-2，

354-355） 

A-2：當初是因為沒有總經理，所以你看我們的⋯理事也下來兼任財務，因為她是

財務的專長，她就是暫代。理事主席也來暫代總經理，可是現在有總經理了，他

們就出去了。⋯⋯如果看到他們介入，那是一個非常時期，沒有總經理的時候。

（A-2，383-385、388-389） 

因此，可以說主婦聯盟基金會及合作社的領導者，分別為董事會

及理事會，董事會與理事會共同擔負知識取得、移轉和促進彼此共享

的文化。 

1. 知識取得與移轉的角色 

基金會董事長認為和外界的聯繫很重要，因為透過和外界的接

觸，可以將一些重要的資訊帶進組織當中，並藉由會議中的分享與討

論將這些訊息傳遞給組織的成員。當綠主張轉型成為合作社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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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由理監事參與合作社各部門的運作，將共同購買的理念與實務運

作的知識傳遞給專職員工。 

A-3：我們是個環保教育的組織，所以如果沒有做這些外部參與的話，有些資訊會

沒辦法（取得）。……我就是盡量把所得的訊息傳出去，基本上董監事是兩個月開
一次，明年可能會一個月開一次，那我會把我做的事情做個報告，但也不能把報

告拉的太冗長，所以都會精簡，但我會告訴大家會裡都有檔案資料，只要想看都

沒有問題，包括我參加非核家園推動委員會、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都是公開的。

但是這個東西畢竟是一個人去參加，也不能帶一個人去，所以開會的東西是累積

在我個人，但我會說如果妳對這部分有興趣的話，可以來問我，如果覺得問我不

夠清楚，我就說我的檔案資料都在，我會把一些重要的委員會的檔案資料另外設

檔案夾。（A-3，883、961-969） 

A-3：在這樣的（環境保護運動）過程中，其實我們的知識在不斷的累積，一方面

我們從一些學者專家獲得，…。還有，我們不斷的跟政府官員對話，所以也不斷
有很多訊息來源，你跟政府對話講到一個問題的時候，他會塞給你一堆資料，所

以我們就要讀他們的資料，甚至需要從這個資料裡面再去問別的學者，他講的對

不對。所以在這樣交叉的過程中，我們是不斷在成長的。（A-3，172-173、187-190） 

A-3：主婦聯盟很好的一點就是說，我們會有一點分享，我們每個禮拜不同的委員

會有不同的聚會時間，……。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就會談現在的問題，還有大家
的看法是什麼？然後有沒有需要去做一些參觀？因為有些時候你想要去了解一些

東西，不光是聽別人告訴你的，你就相信；你也覺得也許要去看一看。或者說我

們要去拜訪誰等等。（A-3，197-198、201-204） 

A-2：像當初我們要轉型成為合作社的時候，理監事都下來各部門參與，然後來溝

通理念，為什麼要轉型成合作社？合作社的型態是怎麼樣？將來的展望是如何？

理事是到各部門去溝通，去講，這就是一種分享。然後在這中間我們還會排員工

的教育訓練，教育訓練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消費產品專業的分享，要如何保持品

質，那個也是很專業的，我們也會請這些理監事來，只要是有這個專長。像林碧

霞博士就是我們的理事，她也會下來，跟員工來分享。所以他們也不是這樣子（手

勢比的很高），事實上他們也是打散開來，然後跟員工其實都有知識的傳遞。（A-2，

367-375） 

A-2：我們有一些需要專業知識的話，就會動員到這些理事來跟我們上課。（A-2，

387-388） 

2. 建立一個開放、包容和促進知識分享的文化 

主婦聯盟在組織參與和討論決策上，一向強調是一個合議制的組

織。不論是早期隸屬新環境雜誌社時期的新環境主婦聯盟，或是主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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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基金會及合作社，都是以民主的方式來表達成員不同的意見，並

經過大家的反覆討論來形成共識。當然在討論的過程中是有許多因不

同意見所產生的「衝撞」，但是主婦聯盟長久培養的開放、包容和共

享的文化，使得組織成員都可以放心在此充分表達意見，在其中組織

的領導者對此文化的堅持是必要的。 

A-1：在促進大家願意分享的組織文化這部分，我想討論是很重要，從每個部門的

討論到部門主管的討論、社務會議的討論，社務會議的討論是結合理、監事和部

門主管，三合一的討論。討論的文化在組織裡面形成的話，通常在這裡的意見表

達大致上就滿豐富的。（A-1，301-305） 

A-1：我想文化的氛圍是如此的話，自然而然每個人都會如此，有人可能受過去威

權文化的影響，不敢講，所以他必須透過一段時間才會把這種文化氛圍內化成為

他的習慣，這種平權的文化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慢慢內化，因為他剛開始不相信，

會懷疑我這樣講是不是對我個人有危害？到後來就知道可以很放心的講，這是需

要時間，因為解放這種威權的影響也不是那麼容易，我覺得合作社最珍貴的就是

在於民主化。（A-1，309-314） 

A-3：就是要讓很多人都能來參與。在組織裡面我們就是這樣的包容，讓很多人進

來，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需要不同的人，我們也鼓勵大家再成長一點，無論妳是存

什麼動機進來，我們的檔案資料都可以看，妳若願意成長的話，我們有這麼多課

程，而且都是不要錢的，…。（A-3，503-507） 

A-3：這是一個開放性的成長團體，只要願意就可以去參加很多研討會和公聽會。

（A-3，520-521） 

A-4：我高興的是，這個團體容許我去嘗試，在嘗試的過程中當然也會有不太舒服

的，但是到後來會有一些成果出來，…。（A-4，377-379） 

本研究歸納整理出主婦聯盟基金會與合作社在知識分享的機制

及其內容，如表5-2-5所示。由於主婦聯盟共同購買的演變與運作，

牽涉到主婦聯盟基金會與合作社，所以可以由這兩個組織的運作，看

出主婦聯盟推動共同購買的脈絡。 

綜合以上，不難發現不論是主婦聯盟基金會或是合作社，都有一

些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會透過各種形式的活動來促進人與人的接

觸。不論是對外界的理念宣揚或是內部成員的意見溝通，這些方式無

異是減少造成彼此間溝通的障礙，藉由頻繁的接觸與互動，來達成組

織知識分享與交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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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主婦聯盟的知識分享機制及其內容 
主婦聯盟的作法 構 

面 
內  容 

表現在體制上 
(外觀、明文) 基金會 合作社 

讓個人進步 

發揚利他主義的精神 

適當引發成員的利他精神，給予其參與決

策的機會，除了讓自己進步外，並從工作

中獲得成就感。 

獎勵應該以互惠為主  專職員工以互惠為主

個 

人 

動 

機 

知識分享

的報酬制

度 

建立智者的地位 
組織成員愈是分享自己所知，自然愈能在

組織中建立了智者的地位。 

組織成員間的非正式工作關

係，如實踐團體。 

 取貨站的站長聯誼 

派專員至國外機構學習、成員具有不同組

織的雙重工作身份、委員會、專案小組

等。 

建立組織

成員間的

工作關係 組織成員間的正式工作關
係：派專員至研究單位學

習、工作輪調、正式的良師

輔導計畫、任務小組、策略

社群。 

 共同購買的「班」組

織、班長聯誼。 

非結構化的知識分享場所與

時間：如茶水間、自助餐廳、

談話室的談話、與工作無關

的社團活動、假日時跨部門

的郊遊活動等。 

基金會辦公室、基

金會附近的咖啡

館或餐廳等。 

各分社、取貨站、好所

在、班；職工共同的午

餐時間以及成員自發

性的郊遊活動。 

舉辦演講會、研習會、讀書會等。 

提供組織

成員一些

知識分享

的場所與

時間 
結構化的知識分享場所與時

間：圖書館及或電腦化的資

料庫、知識展覽會、開放的

論壇（現場論壇和電子論

壇）。  

舉辦環境保護有

關的活動 

舉辦生產者與消費者

園遊會、拜訪生產者之

旅、班長聯誼會、農友

大會等。 

語言與符號 勇於開口、敏於行

動、樂於承擔； 

溫柔的堅持。 

品質就是生命； 

生活綠主張。 

面對面的會議 董、監事會、委員

會、專案小組等會

議。 

理、監事會、社務會、

委員會、部門主管會

議、部門小組會議等。

教育訓練 演講會、各會議 演講會、在職訓練 

發行主婦聯盟月刊、設立主婦聯盟網站。

建立組織

成員的共

同知識 

發行對內或對外文宣、刊

物、網站  隨貨發送「情報小站」

組織的領導者、組織的資深人員、組織中

的專家、月刊及網站的編輯。 

組織中的知識仲介者：圖書

館管理員、對內外文宣、刊

物、網站的編輯、資深人員、

中階主管。 

秘書處 組織部、產品部 

 

人 

 

際 

 

信 

 

任 

建立組織

的知識仲

介 

製作知識分布圖 大事紀要 組織圖 

知識取得與移轉的角色 知識取得與移轉的角色 組織 

文化 

建立知識

分享文化

的領導者 

促進知識分享文化的角色 建立一個開放、包容和促進知識分享文化

的角色。 

資料來源：本研究 

 

 

173



三、主婦聯盟的公共性與知識分享 

（一）主婦聯盟共同購買的知識 

1.產品知識的具體化是組織的外顯知識，組織理念的傳承與共同

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組織的內隱知識。 

（1）由於主婦聯盟合作社內的產品品項繁雜，社員對產品的知

識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將產品知識具體化的呈現已是必

要，這是組織的外顯知識。 

A-2：所以我們才要說電腦化（笑），要把所有的資訊弄在網路上，你就不用特別

去找他，你只要一打開網路，就可以知道有什麼樣的資訊。⋯⋯消費合作社真的

是有多少種產品，問題也很多，也真的很雜，我們就是面對這樣的需求，就是要

知道怎麼跟人家說去那邊找，這個資訊我們還在補強當中，我們不敢說什麼東西

都有，是慢慢在補強，慢慢發覺問題，然後把它擺上去。（A-2，332-334、338-341） 

（2）基金會董事長認為只要組織是開放的，也就是具有公共性

的組織是不用擔心沒有人投入。而合作社理事主席則認為

公共性需要人去實現，組織亦需要人去傳承組織的理念，

但是參與非營利組織的義工都是有限度的參與，會使一個

組織處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況，因此人才的養成就變得很重

要。由此可知「人」在組織中的重要性，由於「人」是知

識的載體，組織透過人來傳承組織的理念，而組織的理念

就是組織的內隱知識。 

A-3：我們的組織是開放性的，所以我也不擔心沒有人。（A-3，576） 

A-1：公共性⋯⋯需要再加強的就是人才的養成。因為一個人才對於公共性各樣的

議題跟參與程度、深度的意願，我覺得這部分是很普遍的困擾。因為它是一個非

營利的組織，所以每個人投入的時候基本上都是有限度的參與，這有限度的參與

會使一個組織的經驗傳承或人才養成上，很容易在一個非常不穩定和不確定的狀

況。（A-1，74-77） 

B-6：因為這是人的工作，所以傳承很重要，怎麼樣把這些理想傳承下去，也就是

把知識傳遞下去，是一項挑戰。（B-6，60-61） 

2.主婦聯盟透過一連串的問題解決過程中，不斷累積了組織所需

要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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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知識其實是這樣被累積出來的。並不是說我刻意要

去讀這個、讀這個、讀這個，而是說你每天碰到問題的時候，就會有這些東西慢

慢的累積。（A-3，236-238） 

A-3：我們一直在向外接觸的過程中不斷累積。（A-3，551） 

B-5：主婦聯盟是先藉由喚起主婦的自覺進而關心生活的環境，從追求自身的成長

進而參與公共的議題，正如同她一再強調許多的知識是累積而來的，就在這一連

串的公共問題解決過程中，不斷累積了她們的知識。（B-5，22-25） 

B-2：轉型成合作社的過程中，我們有很多學習的機會，因為有學習所以可以有這

些好的改變⋯。（B-2，11-12） 

3.主婦聯盟透過舉辦活動的方式，將知識傳遞出去；透過成員間

的互動將知識累積在組織裡。 

（1）主婦聯盟基金會透過舉辦活動的方式將環境保護的知識傳

遞出去。參與共同購買至今已逾十年的站長亦認為透過共

同購買是要將一些理念傳遞出去。 

A-3：主婦聯盟在外面公共事務的知識面的傳遞，其實是扮演一個滿重要的角色。

很多學者可能很有學問，但他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跑那麼多社區，還有就是有些學

者他講的東西太深了，然後他語言使用的習慣，他常會用很多專有名詞，很多民

眾聽不懂。而我們會把它轉換成媽媽的語言，就可以變成我們去外面傳遞的東西。

（A-3，339-344） 

A-3：像這樣，即便妳只是告訴人家用廢油做肥皂，但事實上背後有一些道理存在，

妳在教做肥皂的時候就順便把這些東西帶進來。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做宣

導，⋯。（A-3，394-396） 

A-4：我們是用這種方式在推廣一些理念，是這樣子的。這就是我們剛開始創始的

幾個媽媽的一個心願。（A-4，118-119） 

（2）主婦聯盟透過成員間的互動將知識累積在組織裡。 

A-3：我們在內部這個累積的東西，就希望累積到各個委員會裡面。（A-3，260） 

A-3：像這樣的東西變成你常常要更新你的知識面，當然這樣子的跟隨若講它難，

其實也是滿難的，因為你不可能是全才，所以要去跟到那麼多東西，知識面要到

那麼廣，其實也是滿難的。但有些東西又沒有那麼難，因為你長期都在關心，就

可以舉一反三，那個東西已經有累積下來了。（A-3，27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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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性促成有效率的知識市場 

1.當非營利組織具有公共性時，會獲得大眾的認同與信任，因而

也吸引人們的投入和參與，包括義工與專職員工。 

經研究發現，公共性促使人們願意加入主婦聯盟成為其一分子，

這部分和理論探討的結果一致。因為公共性意味一種光明磊落、值得

大眾信任的涵義，使得人們願意依其自由意願與興趣，本著協助他

人、改善社會的意旨，並產生不求私人財利與報酬的一種社會理念與

行動，亦即願意奉獻時間和服務來反應已知的個人與社會的需求。 

（1）義工： 

A-3：主婦聯盟的成立也就是廿、卅個女人覺得應該替台灣環境做點事，就聚在一

起，起初是在某個人家裡聚會，聚會的時候就覺得說要來做些事情。（A-3，72-74） 

B-1：十多年前她曾在中美洲短暫居留，看到哥斯大黎加人每週末自備購物車、購

物袋趕集買蔬菜、水果。⋯沒有用到任何包裝材料。然而台灣社會卻因經濟發達，

人民追求生活的方便舒適，大量使用塑膠袋、免洗餐具，造成垃圾氾濫。因此回

台後就擔任主婦聯盟的環保義工，早期常至國中、國小向老師、學生、家長，宣

導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等環保教育工作，以及示範以廢油做肥皂、自製再生紙等

環保DIY。（B-1，67-73） 

（2）專職人員： 

A-2：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公益團體，在推廣一些健康的東西。我是在自己從

職場退下來以後，休息夠了，才又再投入。⋯⋯我個人是先認同（這個組織），我

從基金會那邊加入，然後知道這邊有缺，我才進來。（A-2，6-7、64-65） 

A-4：我是衝著共同購買進去的，不是從基金會。至於怎麼開始的，是從一本書叫

「我是生活者」，那是主婦聯盟翻譯自日文的書，看了以後就感覺說我就是要這個

東西，因為那是人跟人之間的互動，不是買賣東西。現在那本書應該是絕版了，

但你若去看那本書，就會知道人與人之間那種團體中的互動，我還滿喜歡。而且

它有些理想性在裡面，它比較是從社會運動的層面出來的，所以我是看到那本書

就覺得很不錯，覺得這可能是我想要的東西，所以從剛開始我就這樣加入了。

（A-4，15-22） 

（3）社員： 

A-5：我感受到一個敢將產品內部資訊公開的組織，必然有相當的可信度。⋯⋯我

認為願意把產品的優點缺點都公開的，至少這個組織是誠實的，我願意嘗試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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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它。（A-5，11-12、15-16） 

A-5：我身為家庭主婦，為了丈夫和小孩的健康著想，自然想要嘗試看看。不過心

中當然先會有點存疑，可不可靠呢？有沒有誇大不實呢？後來我看到他們的「情

報小站」，我很仔細的讀過之後，發現上頭所提供的訊息寫的相當誠懇實在，並無

任何廣告的技倆，衝著他們提供這麼坦白的資訊，我就願意相信他們。（A-4，5-9） 

B-7：這幾位社員都是老社員，幾乎都是因為要吃有機蔬果與食品而加入的，如社

員Ｍ6就是癌症病友，坐在她身旁的社員Ｍ7是照顧她的一位社員，兩人如好友的

關係，已經照顧近八個月了。（B-7，98-100） 

B-7：我（社員Ｍ4）是非常認同合作社的理念，⋯。（B-7，105） 

B-7：我（社員Ｍ5）是先從綠主張開始的，因為想要吃沒有被污染的東西，老實

說我是買了很多東西以後，覺得真的很好，然後我才加入社員的。（B-7，103-104） 

B-7：我（社員Ｍ8）在這邊可能是比較年輕的社員，我加入才兩年多。可能是因

為我當了媽媽的關係，第一個小孩出生以後，就開始想到很多。⋯⋯因為我想到

小孩就有一種危機感，⋯⋯。（B-7，108-113） 

2.增加知識市場的知識量，避免產生知識市場失靈。 

由於這些人的不同背景，特別是義工的參與，帶入組織相當豐富

與多元的知識，充實了知識市場的知識量，避免了因知識不足而產生

的知識市場失靈。 

A-3：我們的組織是開放性的，所以我也不擔心沒有人（參與）。（A-3，576） 

A-3：在主婦聯盟，我們是互相成長的，因為每個人的背景不一樣，比如說我以前

是學國際貿易的，後來我有機會去學公共行政管理和環境管理，有人是學法律的、

有人是學會計、有人是學中文的、藝術設計等等。妳發現有很多人投入這個領域，

下次我們做某件事，例如要畫海報，就找學這個的人。我們一定可以找到擅長的

人。（A-3，491-495） 

A-4：那時候做的時候就是一群媽媽，就覺得很簡單嘛，如果我們去找到很不錯的，

就是大家共同購買。那時候就是這樣一個很單純的想法，那因為主婦聯盟的成員

裡面，每個人都學有專精，有的是學農的，有的對產品比較清楚，那大家就有一

些概念說如果我們要去找的時候要怎麼去找，大家就這樣走來。（A-4，38-43） 

3.主婦聯盟提供成員一個可以參與的公共領域。 

主婦聯盟提供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也就是說主婦聯盟提供

社員一個可以參與的公共領域。在此公共領域中，組織成員可針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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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中的公共事務，進行公共討論、學習以及對話。 

A-1：其實很多學者也很想參與社會，只是沒什麼心力，當你有這樣一個公共性，

他覺得可以透過你有某種程度的社會參與。（A-1，240-241） 

A-5：合作社有這些關於食品安全、環保、成長等訊息，讓我覺得我跟他們不是一

種買賣關係，而是一種服務關係，彷彿我雖然待在家裡，卻能因著小小的訂購行

動而參與一項社會運動，不必去街頭遊行吶喊，只是默默地以行動支持這個組織，

也因此對台灣社會貢獻一份良性的力量。（A-5，47-51） 

（三）公共性是促進知識分享的重要因素 

1.公共性與知識分享的個人動機：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促成組織

成員的組織公益行為。 

（1）具有利他精神的人都很樂意與他人分享知識 

非營利組織以理想、信念、使命，編織出讓個人能夠覺得行動「有

意義」的情境，這些動機並不僅僅來自「利他」，而是提供一個機會，

參與者在過程和結果中可以得到一定的成長經驗或成就感。經研究發

現，在主婦聯盟中不難發現許多樂於助人的成員，他們受到利他主義

的驅使，願意和他人分享知識，別無所求。雖然組織並沒有正式的「良

師傳授」制度，但是需要援助的時候，周圍的同伴就會伸出援手。因

此，研究顯示出公共性強化了大家參與服務的動機，因著這樣強烈的

動機，自然可以促動非營利組織知識市場的交易行為。 

B-5：待的久的義工也都是憑著一股「看到社會問題無法袖手旁觀」的利他精神，

而且因著有這樣的一份理想，所以都很樂意與人分享知識，因為巴不得能多影響

一些人，而且讓這些人再去影響自己的社區，讓台灣變的更好。（B-5，34-39） 

A-2：跟他工作最相關的人會幫助他。（A-2，99） 

（2）對專職員工來說，彼此間的知識分享動機，除了是為了個

人進步外，互惠是最主要的考量。因此，知識的分享的結

果是互惠的，對大家都有好處。 

A-2：問題若不解決，也會牽扯到你啊，彼此都是相關的。（A-2，106-107） 

2.公共性與知識分享的人際互動：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促成組織

成員間的信任關係，進而促進成員間的知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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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際間的信任關係在主婦聯盟中非常重要。 

A-1：⋯⋯作為一個倡議性的組織，或者一個先趨性的運動團體，這些合作社都是，

它就是走在社會的前面，這裡面就是說，在所有成員裡面，看到的跟沒看到的，

或想像跟無法想像的之間，要達成一個決策的共識非常辛苦！很難，這裡要一個

很高度的信任，⋯⋯。（A-1，93-97） 

B-7：（談到合作社的互助小組）⋯這樣也比較放心，因為大家都是社員嘛，一講

起來就觀念差不多，而且彼此認識，比較有信任感。（B-7，48-49） 

（2）學者認同主婦聯盟的理念和作法，而且產生一種信任，所

以願意提供相關知識給主婦聯盟。 

A-1：⋯他（學者）當然是認同（我們），而且有一種信任，所以說我們一個組織

的公信非常重要。我們幾乎沒有被（學者）拒絕過，⋯。（A-1，245-246） 

（3）開放式的辦公室座位有助於人際間的互動，促進成員間知

識分享的發生。 

A-2：我們的位子也是大家都連結在一起，並沒有隔絕起來。所以事實上只要他有

問題提出來，只要人家有時間都會幫忙他。（A-2，101-103） 

（4）知識分享都是藉由緊密的人際互動來進行。 

B-6：在好所在這裡，所有內部的知識分享與傳遞都是藉由緊密的人際互動來進行

的。（B-6，58-59） 

3.公共性與知識分享的文化：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促成組織知識

分享的文化。 

在主婦聯盟中，知識分享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從文獻回顧中得知人們習於隱藏有價值的資源，使得分享知識似

乎並不符合人性的本質（Kulopoulos & Frappaolo，1999；吳青松等，

2000；Laurence Prusak，引自Dataquest，2000；鄭仁偉、黎士群，

2001）。但是在人員訪談中，卻得到相反的結果，差別就在於「公共

性」。除為了傳遞組織的理想會不斷跟人家分享之外，受訪者均表示

知識分享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由於主婦聯盟已形成

一種共享的文化，不論是組織的領導者或是義工，都認為每一個人是

「共同體」的一份子，共同擁有主婦聯盟的一切。 

A-3：其實我們裡面的人都是唯恐無人認同我們的理想，所以都會不斷跟人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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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隨時都在分享。（A-3，521-522） 

A-1：其實分享是人性的一部分，大體上大部分人都願意。我覺得如果有不願意，

可能也是因為忙碌，沒有那個機會。⋯⋯（在我們組織裡）有問必答，而且幾乎

是傾囊相授。因為我們也常跟學界互動、跟專業互動，都收到非常充沛的知識分

享，這個本身就會形成一個文化。（A-1，231-232、234-236） 

A-2：我們這個團體跟別人不一樣的就是說，你說沒有競爭嘛也不對，可是它就是

和諧的，你去問，別人絕對會樂意回答你。⋯⋯合作社以前叫做共同購買，大家

就有那種「共同命運體」的感覺。（A-2，33-34、44） 

A-2：你說不願意跟其他人分享知識，其實也不是不願意，只是目前如果他沒有時

間的話，他就會說等一下。之後還是會有分享，我目前這邊是還沒碰過說要固守

起來，不願意分享的。（A-2，87-89） 

（四）知識分享的活動強化了組織的公共性 

本研究以公共性為核心所建構的知識分享活動，除了可以促成組

織成員進行知識分享外，同時也在知識分享活動中強化了組織的公共

性。 

1.知識分享的個人動機與公共性：當組織成員可以從知識分享中

獲得好處，即可進一步激發成員的利他行為，藉此強化組織的

公共性。 

本研究認為「知識市場觀點的知識分享」對於個人知識分享的動

機，提出了較為深入的解釋。Davenport & Prusak指出，所有市場

都有其價格體系，在組織當中的知識交易通常不是以貨幣進行，而是

以約定俗成的報酬方式來進行。組織知識市場的買、賣雙方之所以願

意進行知識的交易，是因為他們相信可以從中獲得好處（報酬）。 

這些好處決定了個人知識分享的動機，Davenport & Prusak認

為知識分享的報酬至少有三個要素，從重要性最高的排到最低，分別

為互利主義、聲譽以及利他主義，其中知識的利他主義是真實的，而

且可以被激發出來，組織若雇用好的員工，並且善加對待，利他主義

的風氣便會盛行。一旦利他主義的風氣盛行，組織的公益行為也就自

然而生，如此一來也就提升了組織的公共性。 

經個案研究發現，參與主婦聯盟共同購買的人，原本就憑藉著一

股熱誠與理想，投入組織中貢獻一己的力量，而過程中也更強化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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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利他精神，促成更多的組織公益行為。 

A-4：比如像生產班，其實就有點像是 workers，是一群媽媽憑著理想，把我們很

好的材料做成成品，提供給沒有時間或不會做的上班族社員。同時也是給這些媽

媽一個工作機會，因為他們孩子都大了，在家裡也不知做什麼，他們來這裡用我

們的材料做一些東西，學習技能，同時也有一點收入，把成品賣給社員，這也是

一種互惠。（A-4，379-384） 

A-4：你會發覺衝著理念進來的人，有一些特質很好玩，她們就是很雞婆的，很熱

心的，所以我們很多社員感覺到這個「好」以後，當然也會很擔心如果我們這邊

生存不下去的話，變成一種生命共同體，就會去找她的朋友，甚至會買東西去送

給她朋友試用。這變成人的部分的感情了，這跟金錢的買賣是不同的。其實這就

是我們想要的，就是共同購買的理想。（A-4，308-313） 

2.知識分享的人際互動與公共性：知識分享的人際互動強化彼此

的信任關係，可促成組織的公民行為。 

透過知識分享的活動，可以增進組織成員彼此人際間的信任關

係，Davenport & Prusak認為信任不但是知識交流的必要條件，也

可能是知識交流的結果。由於人們注重社會群體的關係，所以互信的

建立可以藉由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來達成。依據Blau（1964）的說法，

社會交換關係的型式，乃是付出者並非是以眼前的利益為主要的考

量，而是以預期接受的一方會以回報的作法來回饋。社會交換是以「信

任」為基礎，當雙方具有信任基礎時，有關「先付出—後報償」的行

為或決策較有可能產生。以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而言，信任的基礎正

是催化此一行為的主因之一。 

經研究發現，一旦組織成員間建立了信任的關係，即可促成組織

的公民行為，包括（1）角色內行為（堅守本分的行為），（2）朝向組

織的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益行為），以及（3）朝向個人的組織公民

行為（人際利他行為）。例如： 

（1）堅守本分的行為 

面對面的會議，是知識分享很重要的一環。除了藉由彼此的討論

來增加人際間的互動之外，也透過成員對組織的參與和對委員會的尊

重過程中，同時強化了組織的公共性。同樣的，員工在職訓練後的心

得分享，除了可以加強同仁間的相互學習之外，也是將資訊公開化，

而公開化是公共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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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如果事情不那麼急的話，就丟到委員會，請委員會做決定。我們滿尊重委員

會的，⋯。（A-3，242-243） 

A-2：我們內部員工自我的教育，還有產品訊息的教育，都很重要。所以基金會開

的課大家都要輪流參加，回來要把所聽到的報告出來。（A-2，114-116） 

（2）組織公益行為 

能夠配合主婦聯盟理念的多半是具有相同理念的人，其次是因為

和主婦聯盟的工作人員熟識之後，因著接受人而接受合作社的產品和

作法，進而認識理念。因此人際間信任關係的建立相當重要，主婦聯

盟盡量透過和社員的互動，將共同購買的理念傳遞給社員，進而實現

共同購買的理想。 

B-6：好所在的工作等於完全是和社員面對面，她認為利用各種機會把合作社的理

念傳遞（或教育）給社員，是他們需要繼續努力的。因為她們從實際經驗中發現，

能夠配合的社員多半是具有相同理念的，其次是因為和好所在的工作人員相熟之

後，因著接受人而接受合作社的產品和作法，進而認識理念，所以她們會盡量多

和社員互動，何況她們還有很多理想要一一去實現。（B-6，53-58） 

（3）人際利他行為 

主婦聯盟合作社透過各種研討會、社員聯誼等活動，增進了成員

彼此間的信任關係及促進彼此間的知識的分享，同時也促使成員產生

有益他人的行為。 

B-7：我們不只是做買賣金錢交易的關係而已，由於大家的理念都相同，彼此也有

一分信任在，⋯⋯像社員Ｍ9這次就幫忙一位社員坐月子，非常成功，值得鼓勵。

（B-7，16-20） 

3.知識分享的文化與公共性：知識分享的文化確保組織是一個接

納成員參與的公開、開放的公共領域。 

組織文化會影響組織成員的行為，因此要克服組織成員不願知識

分享的意願，可從加強組織的分享文化著手，而組織文化將可創造出

無形的力量使員工主動願意分享知識。組織文化可藉由組織領導者來

影響組織成員，並透過故事、儀式、實質象徵、符號及言語將知識分

享的組織文化傳輸給所有的組織成員。 

經人員訪談發現，主婦聯盟長久以來塑造了「共同體」的文化，

無形中已將組織建立出一個可供成員參與的公共領域。在此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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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領導者必須能夠維護組織共享的文化，傳

遞組織的理想，並排除影響組織共享文化的阻礙。 

A-2：我們這個團體跟別人不一樣的就是說，你說沒有競爭嘛也不對，可是它就是

和諧的，你去問，別人絕對會樂意回答你。⋯⋯合作社以前叫做共同購買，大家

就有那種「共同命運體」的感覺。（A-2，33-34、44） 

A-2：其實我們的理事會也不是完全超高的，不食人間煙火，他們也是要派下來。

像當初我們要轉型成為合作社的時候，理監事都下來各部門參與，然後來溝通理

念，為什麼要轉型成合作社？合作社的型態是怎麼樣？將來的展望是如何？理事

是到各部門去溝通，去講，這就是一種分享。然後在這中間我們還會排員工的教

育訓練，教育訓練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消費產品專業的分享，要如何保持品質，

那個也是很專業的，我們也會請這些理監事來，只要是有這個專長。（A-2，366-372） 

A-1：在促進大家願意分享的組織文化這部分，我想討論是很重要，從每個部門的

討論到部門主管的討論、社務會議的討論，社務會議的討論是結合理、監事和部

門主管，三合一的討論。討論的文化在組織裡面形成的話，通常在這裡的意見表

達大致上就滿豐富的。⋯我想文化的氛圍是如此的話，自然而然每個人都會如此，

有人可能受過去威權文化的影響，不敢講，所以他必須透過一段時間才會把這種

文化氛圍內化成為他的習慣，這種平權的文化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慢慢內化，因為

他剛開始不相信，會懷疑我這樣講是不是對我個人有危害？到後來就知道可以很

放心的講，這是需要時間，因為解放這種威權的影響也不是那麼容易，我覺得合

作社最珍貴的就是在於民主化。（A-1，301-305、309-314） 

（五）公共性與知識分享有著相互促進的效果 

綜合以上可知，公共性不但可促進組織的知識分享，同時藉由知

識分享的活動強化了組織的公共性，因此「公共性」與「知識分享」

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1.個人的動機：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促成組織成員的組織公益行

為，當組織成員可以從知識分享中獲得好處，即可進一步激發

成員的利他行為，藉此強化組織的公共性。 

舉例來說，合作社士林站站長是因著認同共同購買的理想而加入

主婦聯盟的行列，藉由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不但進行知識的分享，

同時也激發出自己對社會的責任，並在合作社裡實現她的理想。例如

建議組織同意成立媽媽生產班、輔導精神病患等，結果不但實現了利

他的精神，同時落實組織提供公益性的服務，強化組織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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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大家都是抱著理想進來的，碰到問題的時候又如何去解決呢？如何獲得必要

的知識呢？當然就是要去請教別人啊！最重要的就是去請教別人，然後自己再學

習，最重要是這樣子。（A-4，85-89） 

A-4：比方像我們後面是生產班，做果醬啊等等，「媽媽生產班」就在這邊。事實

上這都是我們的理想，從理想裡面迸出很多東西，有生產班，⋯⋯。然後還有一

個精神病人在這邊，因為我也在輔導精神病人。我是覺得說因為我們這個團體的

理想也是要幫助一些弱勢的朋友，也是我的機會啦，我是對這些精神病人有一些

特殊的意願，所以我會把他們放到裡面，給他們一個工作機會。（A-4，181-187） 

A-4：因為我們找的這些媽媽都是二度就業的，所以她們其實也很渴望有一個工

作，在工作中她們也喜歡被尊重到，最重要她們自己也想要學點東西。其實到這

邊以後，這些媽媽也都有在成長，成長過程中她會感覺到有回饋，⋯。（A-4，

289-292） 

A-4：我感覺這些精神病人如果經過我們的愛心和關心，其實都會進步的。⋯以前

的經驗會說那可以到外面工作，他們也很高興啊，可是一出去沒幾天又回來了，

因為大環境沒有改變，雖然他們在改變，但他們是很沒有自信的，反而對他們不

好。所以我就覺得那就從我們這個團體來試試看，因為大家都是家庭主婦嘛，比

較有包容力，結果我發現他們過來以後適應的很好，他們會覺得受到肯定，他們

又有工作，所以自信心就出來了，我覺得這種結合很不錯。所以我很高興我這個

團體能夠容許我這樣做，因為事實上不是那麼多人敢接受精神病人來工作的。

（A-4，389-396） 

2.人際間的信任關係：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促成組織成員間的信

任關係，促進成員間的知識分享，進而促成組織的公民行為。 

當學者認同與信任主婦聯盟，是因著主婦聯盟對外具有公信力，

因此這些學者便願意將自己所學的知識毫無條件地分享給主婦聯盟

的同仁，同時也藉此實現了自己間接提供公共服務的目的。 

A-4：大家都清楚我們根本不是什麼營利的，所以你再去請教別人的話都還好，而

且我們差不多都是請教學界的人比較多，⋯。（A-4，97-99） 

A-1：⋯他（學者）當然是認同（我們），而且有一種信任，所以說我們一個組織

的公信非常重要。我們幾乎沒有被（學者）拒絕過，⋯。（A-1，245-246） 

A-1：我們也常跟學界互動、跟專業互動，都收到非常充沛的知識分享，⋯。其實

很多學者也很想參與社會，只是沒什麼心力，當你有這樣一個公共性，他覺得可

以透過你有某種程度的社會參與。（A-1，234-235、240-241） 

主婦聯盟合作社讓人覺得並非是一個營利的組織，並透過各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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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社員聯誼傳遞共同購買的理想和相關的知識。在這些互動的過

程中，增進了成員彼此間的信任關係及促進彼此間的知識的分享，同

時也促使成員產生組織的公民行為，願意付出更多的時間或心力，從

事有益他人和有益組織的事。 

B-7：我（站長）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日本的情形，他們在這方面已經發展的很好，

有很多的 workers，就像是Ｍ9（社員）這樣，她們是一個工作隊，幫忙坐月子、

帶小孩，她們就是workers。像這樣還可以發展到很多方面，比方說照顧老人，⋯。

（B-7，29-32） 

B-7：我們不只是做買賣金錢交易的關係而已，由於大家的理念都相同，彼此也有

一分信任在，怎麼樣在現有的關係中來傳遞合作社的思考，比方說怎麼樣建立更

多的互助小組，像社員Ｍ9這次就幫忙一位社員坐月子，非常成功，值得鼓勵。

（B-7，16-20） 

B-7：我（社員Ｍ10）很高興的是可以認識Ｍ9，她人很好，很有耐心，教我學會

游泳⋯⋯。（結果原來她並非社員，而是由身旁的社員Ｍ9帶來的，是第一次參加，

但是從她剛才跟主席開玩笑的情形看起來，竟讓人誤以為她也是老社員！她在十

一年前罹患癌症，又因治療過程中併發其他的病徵，但是看起來人很開朗，並不

像病患。她是因為運動而認識社員Ｍ9，由社員Ｍ9向她推薦合作社。她邊說邊高

興地擁著身旁的社員Ｍ9。）（B-7，85-91） 

B-7：⋯社員Ｍ6就是癌症病友，坐在她身旁的社員Ｍ7是照顧她的一位社員，兩

人如好友的關係，已經照顧近八個月了。（B-7，99-100） 

3.知識分享的文化：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促成組織知識分享的文

化，而知識分享的文化確保組織是一個接納成員參與的公開、

開放的公共領域。 

主婦聯盟是一個合議制的組織，講求的是團隊集體共同面對問

題。早在正式登記成為財團法人基金會的前身—「新環境主婦聯盟」

時，即強調是一個「由參與者合作思考、共同決策、分組執行的民間

組織」。主婦聯盟自認其最大的功能在於，「提供舞台讓主婦們可以在

此結交同好，一步步地充實信心，從學習中培養合作決策的能力，進

而激發社會改造的力量」。因此設立委員會及發展專案文化就成了主

婦聯盟最重要的事，所有議題均透過民主的方式，不斷的討論以形成

共識。這也就是公共性的參與度促進了組織成員的知識分享文化。雖

然集體、民主的過程中也有爭吵，但大家都能從中學習如何透過這種

方式去達成共識，慢慢地在組織中形成一種可以開誠布公的公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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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A-1：在促進大家願意分享的組織文化這部分，我想討論是很重要，從每個部門的

討論到部門主管的討論、社務會議的討論，社務會議的討論是結合理、監事和部

門主管，三合一的討論。討論的文化在組織裡面形成的話，通常在這裡的意見表

達大致上就滿豐富的。（A-1，301-305） 

十多年來，主婦聯盟依賴不同專案的經營，現任合作社理事主席向來主張「專案

文化」，專案的形成若是「由內而外」漸次成案，則社團的主體性較強；撿取外在

資源現成的專案，此種「由外而內」的工作方式，主體性的弱化是必然趨勢。「由

內而外」有著「集體創意」的結晶感，有「共同討論與合作思考」的操練，時日

一久，個個能將可兵。（陳來紅，1998a） 

主婦聯盟是一個合議制的組織，講求的是團隊集體共同面對問題，一起走過難關。

（陳來紅，1998c） 

A-4：這個合作社特別的文化，允許每個人表達他不同的想法，在過程中會有彼此

衝撞，但它允許每個人把這個表達出來，然後在裡面形成一個共識。（A-4，239-241） 

A-4：我覺得「合作社」這個名字真的是很好，而且是個理想，如果你能夠每個人

有自己的特質，每個人都能盡他的特質去發揮，大家都能夠互相信任、合作，我

覺得這樣就是一個理想。（A-4，258-260） 

B-6：她們講到內部溝通時都很強調開會（除了即時的問題需要即時解決之外），

喜歡說他們開會就是鼓勵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意見講出來，吵架也不要緊，言下

之意對她們的民主頗為自豪。而且她和基金會董事長、合作社理事主席一樣都認

為開會是一種學習，基金會董事長覺得她們開會到現在已經學會聚焦，她和合作

社理事主席一樣都覺得大家已經學到有什麼話都寧可拿到會議上講，而不要私底

下講。（B-6，47-52） 

A-1：這種平權的文化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慢慢內化，因為他剛開始不相信，會懷疑

我這樣講是不是對我個人有危害？到後來就知道可以很放心的講，這是需要時

間，因為解放這種威權的影響也不是那麼容易，我覺得合作社最珍貴的就是在於

民主化。（A-1，3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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