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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樹酯製程之丙烯酸安全性探討

論文

吸水樹酯製程之丙烯酸安全性探討

劉偉仁
1
　張承明

2
　劉冠廷

2

1　
私立中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2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摘要

丙烯酸是吸水樹脂製程當中，相當重要的原料；主要原因在於聚丙烯酸鹽類可作為超吸水

材料，這是目前生產最多的一類合成超吸水性樹脂，由丙烯酸或其鹽類與具有二官能基的單體

共聚而成，這類產品吸水倍率較高，一般均在千倍以上，因此丙烯酸在吸水樹脂工業上佔了很

重要地位，使用量相當大。在儲存與應用或純化上會產生自聚行為放出大量的熱產生火災爆炸

之危害，主要原因是由於丙烯酸具有共軛雙鍵，化學性質活潑，遇光、熱、過氧化物等容易產

生斷鍵而發生聚合；此外，丙烯酸本身有較強的腐蝕性，易燃。受熱易分解產生有毒氣體，因

此與丙烯酸相關的職災事件時有所聞。

因此，為了加強丙烯酸聚合反應危害的預防，本計畫對丙烯酸進行研究，探討起始劑用

量對於丙烯酸聚合反應之溫度變化、探討鋁、鎳、鐵3種金屬粉體對丙烯酸聚合反應之溫度變

化、以及抑制劑濃度對丙烯酸聚合反應之影響。實驗發現，100%丙烯酸在溫度達約70℃時，

液體開始形成聚丙烯酸，並瞬間產生凝膠效應現象；含有鋁粉及鎳粉的丙烯酸聚合反應，聚合

的時間會提前，而含鐵粉的實驗其反應溫度並無明顯提昇；丙烯酸之抑制劑使用濃度200ppm

及1,000ppm，對丙烯酸聚合反應之功效未發現有重大差異。

因此建議可以使用鐵來做為丙烯酸儲存槽與攪拌槽之材質，且因抑制劑之濃度增加並無顯

著功效，無需使用高濃度抑制劑。

關鍵字： 吸水樹脂、丙烯酸、起始劑、熱分析

民國 105 年 3 月 29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6 月 13 日修改，民國 106 年 2 月 8 日接受。 
通訊作者：張承明，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2143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 407 巷 99 號， 
電子郵件信箱：ming@mail.ilos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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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吸水樹脂，又稱為高吸水性高分子 
（Superabsorbent polymers，簡稱SAP），具有
能夠吸收並保留相對於其本身質量要多很多的

液體之功能，含有羧基(-COOH)及羥基(-OH)等
強親水性官能基，易與水分子形成氫鍵。其用

途主要在製造一次性個人衛生用品，例如嬰兒

尿布等。全球SAP總產能每年約160萬公噸，
其中BASF、Evonik Degussa與日本觸媒等3家
公司的產能佔全球產能的七成。日本觸媒公司

每年約產47萬公噸，全球佔有率達30%，為最
大生產商。我國目前僅台塑麥寮廠生產SAP，
產能為4萬公噸/年。目前商業生產的製程以共
聚物化學法為主，丙烯酸和氫氧化鈉混合，在

鹼性環境下進行聚合，生成聚丙烯酸鈉。起始

劑是使用自由基起始劑，包括過氧化物、偶氮

化物、氧化還原起始劑、光起始劑以及高能

輻射。例如偶氮二異丁腈(AIBN)，使用溫度
45~65℃，解離能105 kJ/mol，分解產生一種自
由基，無誘導分解，常溫下穩定，當溫度超過

80℃以上，則會產生劇烈分解反應，反應式如
下所示：

生產SAP需使用大量的丙烯酸原料。丙烯
酸(Acrylic acid, C3H4O2)又稱敗脂酸、乙烯基
甲酸等，是最簡單的不飽和羧酸，由一個乙烯

基和一個羧基組成。純的丙烯酸是無色透明液

體，具有特殊的刺激性氣味，可與水、醇、醚

和氯仿互溶。丙烯酸有較強的腐蝕性，中等毒

性。其水溶液或高濃度蒸氣會刺激皮膚和黏

膜。主要用於樹脂製造、合成橡膠乳液製造等

相關產業。

丙烯酸屬於危害性物質，如果儲存、使

用或製程操作不當，易造成人員之傷害。為防

止該類災害之發生，本計畫針對吸水樹脂的原

料丙烯酸，探討起始劑添加比例、金屬微粒、

以及抑制劑濃度等分別對丙烯酸聚合反應之影

響，提供事業單位參考。

文獻回顧

Kao和Hu[1]對於2001年05月08日在湖口新
竹工業區福國化工廠的丙烯酸反應槽爆炸事件

進行分析與探討，該事件造成超過100人受傷
並波及46間工廠、16間公司受到嚴重的傷害。
以掃描熱卡計(DSC)分析丙烯酸，失控起始溫
度為145℃，放熱量為1,064 J/g，故系統溫度
超過145℃時，可能會有立即性的危險。另針
對進行丙烯酸聚合反應時，以發生反應失控情

境進行故障樹分析，分析結果為：聚合反應發

生熱失控主要是來自兩個原因，一是冷卻能力

不足，一是聚合反應時瞬間產生大量的熱。冷

卻能力不足又可再細分為攪拌失效、溫控失效

和冷卻系統失效3個因素；而產生大量熱量的3
個可能原因為1.反應試劑配比錯誤，此屬人為
因素；2.儀器提供大量的熱，此為溫控系統失
誤；以及3.反應物累積過多，聚合反應過程混
合攪拌不完全或是反應溫度過低，導致起始劑

在一開始並未大量的釋放自由基所造成。以上

原因均可能在丙烯酸進行聚合反應時產生溫度

上升、能量的累積，進而發生爆炸事故。

針對起始劑過氧化二苯甲醯(BPO)、單體
丙烯酸甲酯(MA)、MA添加4% BPO等不同化
合物以及總反應在昇溫速率4℃/min進行掃描熱
卡計分析，得到BPO的放熱峰在109.8℃，放熱
量是1,263.9 J/g，而MA單體放熱峰在165.9℃，
放熱量為941.2 J/g；在MA添加4 wt% BPO（一
般添加量的兩倍以模擬反應之異常狀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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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熱峰溫度為118.5℃，放熱量917.9 J/g。
該研究進行三種丙烯酸聚合反應之情境模擬，

第一種情況為正常狀況下進行反應，但冷卻

系統失效；第二種情況為溶劑劑量為正常值一

半；第三種情況為BPO是一般劑量的兩倍。實
驗結果發現，第一種正常狀況下，失控起始溫

度為80℃，反應放熱峰值為178℃；第二種狀
況（溶劑減半），失控起始溫度為50℃，反應
放熱峰值提高至209℃；第三種情況（BPO用
量加倍），失控起始溫度為65℃，反應放熱峰
值提高至182℃，系統最大壓力以及壓力隨時
間的變化率也增高，因此在異常狀態下較易產

生熱失控。

Schulze和Vogel[2]以反應動力學的觀點探
討丙烯酸單體的安全儲存機制以及氧氣消耗

之情形，認為氧氣的消耗是因環境中的氧氣

會與起始劑受熱所產生的自由基進行傳遞反

應(Propagation reaction)。反應過程中，氧氣的
消耗量以及消耗速率表示系統內自由基的產生

量，自由基的數量越多，丙烯酸聚合反應就越

快。該研究是以丙烯酸及甲基丙烯酸兩種單體

添加Phenothiazine(PTZ)當作起始劑，分析這兩
種單體對於添加200ppm的抑制劑(MEHQ)或未
添加抑制劑其對聚合反應之影響，在不同反應

溫度下之系統氧氣消耗情形，結果發現當溫度

大於70℃，起始劑PTZ開始熱分解，釋放大量
的自由基去攻擊單體進而行聚合反應，而200 
ppm抑制劑的存在可以大幅減緩氧氣的消耗速
率，使丙烯酸反應不那麼快速，因此單體內的

抑制劑對於聚合反應之減緩有相當大的功效。

Chevrel 等學者[3-5]以拉曼光譜儀進行一
系列丙烯酸聚合反應條件之探討。針對丙烯酸

單體起始濃度與反應溫度效應進行探討，所觀

察的參數是藉由Raman光譜所轉換之產物轉化

率以及溶液黏度隨時間的變化，由結果可得

知，單體濃度越高、反應速率越快、轉化率

也越高。此外，聚合時的溫度也會影響反應速

率，反應溫度越高，轉化率越高、溶液黏度也

越快變大。探討在超高丙烯酸單體濃度下高分

子濃度隨聚合時間之變化情形，發現產物的濃

度會瞬間增加，溶液黏度瞬間增大，此現象稱

為凝膠效應(Gel effect)[6]，此現象非常危險，
會瞬間釋放出大量的熱量，要避免凝膠效應有

很多種方式，首先，避免反應時單體濃度過高

[7-8]，此外，加速攪拌速率也可以抑制或延緩
凝膠效應現象的發生[9-11]。

實驗方法

1. 實驗材料

(1) 奈米鐵粉　Iron nanopowder, Alfa Aesar, 
APS 10-30 nm, 99.9% (metals basis), 
Fe(core)/FeO(shell), CAS No. 7439-89-6.

(2) 鋁粉　Aluminum powder, Alfa Aesar, APS 
7-15 micron, -325mesh, 99.5% (metals 
basis), CAS No. 7429-90-5.

(3) 奈米鎳粉　Nickel nanopowder, Alfa Aesar, 
APS 5-20 nm, 99.9% (metals basis), Ni 
(core)/ NiO(shell), CAS No. 7440-02-0.

(4) 偶氮二異丁腈2, 2-AZO-Bisisobutyronitrile 
(AIBN), AENCORE Chemical PTY., Ltd, 
99%.

(5) 丙烯酸　Acrylic acid, ACROS Organics, 
99.5% extra pure, stabilized. 

(6) 甲醇　Methyl alcohol, Tedia Company, Inc., 
99.9%.

(7) 對苯二酚單甲醚　4 - M e t h o x y p h e n o l 
(MEHQ):ACROS Organics,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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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儀器

(1) 熱電偶溫度計：DER EE electrical Instrument 
Co., Ltd, DE-3007A K,J,E,T,R,S-Type Digital 
Thermometer.

(2) 電磁加熱攪拌器：Corn ing  PC-420D, 
5~550±2℃, 60~1150±5% rpm.

(3) 將圓底三頸燒瓶置於電磁加熱攪拌器上，
熱電偶溫度計插入圓底三頸燒瓶之右頸

以測量溫度，並以封口膜封部右頸，左頸

則是插溫度計來確認熱電偶溫度計之準確

性，中頸以血清塞塞住。

3. 實驗方法

(1) 探討起始劑用量對於丙烯酸聚合反應之溫
度變化：觀察不同濃度的丙烯酸（由甲

醇稀釋）添加起始劑AIBN之溫度變化情
形，反應起始溫度60℃，採用油浴加熱；
且因甲醇為易揮發液體，為防止甲醇蒸發

減量，在三頸圓底燒瓶上架設回流管，如

圖1所示。

圖1　磁石回流攪拌裝置

(2) 探討鋁、鎳、鐵3種金屬粉體對丙烯酸聚
合反應之溫度變化：模擬在進行丙烯酸聚

合製程中，反應槽中如有金屬材質微量

析出，對於聚合反應之溫度變化是否有影

響。

(3) 探討抑制劑濃度對丙烯酸聚合反應之影
響：比較丙烯酸中分別添加抑制劑MEHQ
之量200ppm及1,000ppm對進行丙烯酸聚
合反應之溫度變化。

結果與討論

1.  起始劑用量對丙烯酸聚合反應之溫度影響

實驗原料用量如表1，混合放入燒瓶中進
行攪拌，丙烯酸單體濃度分別為20%、30%、
50%、100%。實驗結果如圖2所示，從實驗 
1、2可以發現在溫度的變化上有逐漸升溫的趨
勢，但起伏並不大，原本清澈透明的液體也轉

變為高黏度的淡黃色液體，且實驗2的黏度明
顯大於實驗1，由此可知聚合反應是正在進行
的。實驗3、4將單體濃度提高到50%及100%，
在攪拌40–60分鐘時，溫度急劇上升，原本清
澈透明的液體也轉變為白色偏黃的固體；實驗

4當溫度上升達70℃左右時，液體開始產生白
色固體（聚丙烯酸），瞬間產出大量氣體並將

固體從頸口衝出如圖3所示，溫度也瞬間提高
到141.9℃，危險性極高。相較於實驗3，雖然
溫度一樣急劇上升，但是並無氣體大量產生，

固體也僅在圓底燒瓶內成型並無衝出，如圖4
所示。實驗4之現象為凝膠效應(Gel effect)，此
時會放出大量的熱，而加快攪拌速度可以延緩

凝膠效應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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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丙烯酸單體濃度聚合反應之實驗參數

實驗編號 1 2 3 4

丙烯酸(g) 6 9 15 30

甲醇(g) 24 21 15 0

起始劑AIBN(g) 0.6 0.6 0.6 0.6

丙烯酸單體濃度(wt%) 20 30 50 100

起始溫度(℃) 60 60 60 60

攪拌速度(rpm) 400 400 400 400

圖3　 丙烯酸單體濃度100%反應後之
白色固體

圖4　丙烯酸單體濃度50%反應後之固體

圖2　 不同丙烯酸單體濃度進行聚合
反應之溫度變化

2. 金屬粉體對丙烯酸聚合反應之溫度影響

本實驗觀察鋁、鎳、鐵3種金屬粉體對丙
烯酸聚合反應的影響，使用單體濃度50%之丙
烯酸，溶劑為甲醇，起始劑AIBN 以及金屬粉
體，轉速400 rpm，反應起始溫度60℃，實驗用
量及條件如表2。實驗3為前一節所做的實驗，
實驗結果如圖5所示。圖中顯示在聚合反應中
加入Al粉與Ni粉，與實驗3未添加金屬粉體比
較，聚合的時間提早約10分鐘，溫度最高上升
到90℃左右；而在實驗7加入Fe粉，溫度不但
沒有明顯上升，且無聚合現象，經過一小時攪

拌後，發現溶液之黏度並無增大。故可推測Fe
粉可以阻擋起始劑分解所釋放的自由基攻擊丙

烯酸單體進行聚合反應，而Al粉與Ni粉則會增
加自由基攻擊丙烯酸單體的能力以導致聚合反

應提前。以鐵做為丙烯酸儲槽之材質應較鋁與

鎳合適。

表2　 加入 Al、Ni 與 Fe 粉體參與聚合反應之
實驗參數表

實驗編號 3 5 6 7

丙烯酸(g) 15 15 15 15

甲醇(g) 15 15 15 15

起始劑AIBN(g) 0.6 0.6 0.6 0.6

金屬粉體(g) 0 3 (Al) 3 (Ni) 3 (Fe)

起始溫度(℃) 60 60 60 60

攪拌速度(rpm) 400 400 400 400

圖5　 Al、Ni、Fe粉體對丙烯酸聚合反
應之溫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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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抑制劑濃度對丙烯酸聚合反應之影響

丙烯酸常用之抑制劑（或稱阻聚劑）為

對苯二酚單甲醚(MEHQ)，一般濃度採用200 
ppm，主要功能為防止丙烯酸單體在低溫下
進行自行聚合反應。本實驗將MEHQ 200 ppm
提高至1,000 ppm，並以實驗4丙烯酸單體濃度
100%之聚合反應為參考，觀察丙烯酸中增加抑
制劑之量，是否仍有凝膠效應現象以及溫度上

的變化，實驗參數如表3所示。

表3　 增加抑制劑 MEHQ 之實驗參數表

實驗編號 4 8

丙烯酸(g) 30 30

甲醇(g) 0 0

起始劑AIBN(g) 0.6 0.6

抑制劑MEHQ(ppm) 200 1,000

起始溫度(℃) 60 60

攪拌速度(rpm) 400 400

實驗結果如表4及圖6所示，當抑制劑的量
從200 ppm提昇至1,000 ppm，在攪拌將近一小
時後仍然會產生凝膠效應。含抑制劑1,000 ppm
的丙烯酸，攪拌前期之溫度均略低於設定的起

始溫度60℃，並在60℃時產生凝膠效應；含不
同濃度抑制劑的丙烯酸，均在50~60分鐘時溫
度急遽上升。抑制劑在低溫下可能為有效的阻

聚劑，但在高溫時就會分解而失去阻聚作用。

表4　 丙烯酸添加不同濃度的抑制劑(MEHQ)進
行聚合反應之溫度變化

攪拌時間(min) 0 5 10 20 30 40 50 60

實驗 4 溫度

(℃)

60.0 61.5 62.6 64.0 66.2 68.5 70.6 141.9

實驗 8 59.5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135.7

圖6　 抑制劑濃度對丙烯酸聚合反應之
影響

結論

總結上述實驗結果，對於丙烯酸危害特性

實驗分析有以下的結論: 
1.  在不同的丙烯酸單體濃度下與起始劑AIBN

進行聚合反應，在單體濃度提升到50%與
100%時，經由攪拌40–60分鐘後溫度會急
遽上升且聚合成聚丙烯酸，後者甚至會產

生凝膠效應之現象，溫度上升至約140℃，
溫度快速上升之危險性相當高，經由提高

攪拌速率可以延緩此現象的發生。

2.  當添加金屬粉體與丙烯酸攪拌產生聚合反
應時，含Al粉及Ni粉的實驗，反應聚合的
時間會提前，而含Fe的實驗其反應溫度並
無明顯提昇，也無聚合現象發生；推測Fe
粉可以阻擋起始劑分解所釋放的自由基攻

擊丙烯酸單體進行聚合反應，而Al粉與Ni
粉則會增加自由基攻擊丙烯酸單體的能力

以導致聚合反應提前，因此Fe粉可以做為
丙烯酸儲存槽的材料參考，以防止在儲槽

析出微量金屬後導致溫度失控。

3.  將丙烯酸內之抑制劑MEHQ濃度從200ppm
提升至1,000ppm，發現仍有凝膠效應的現
象產生，二者對丙烯酸聚合反應之功效未

發現有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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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上3項實驗均未考量實驗過程之熱損
失，因此實際反應溫度應比實驗量測值更

高，後續可利用熱卡計等量測儀器做更精

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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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rylic acid is an important raw material used in absorbent polymer process, because poly acrylic 

acid could act as a water absorbent. Therefore, acrylic acid and poly acrylic acid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industry. However, there are many acrylic acid related chemical accidents due to its 

corrosive properties and the nature of self-polymerization, which is an exothermic reac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acrylic acid related incidents, this project is to study how the different amount 

of initiator relative to acrylic acid will affect the acrylic acid polymerization process, and the effect 

of the existence of metal powder such as Al, Ni, Fe, and the increase of inhibitor concent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00% acrylic acid begin to polymerize and the gel effect occurs immediately. Acrylic 

acid containing Al and Ni will advance the polymerization reaction time while Fe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action.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inhibitor at 200ppm and 1,000ppm make no obvious 

difference on the reaction.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iron is more suitable as the material for acrylic acid storage tank 

and stirring tank than Al and Ni. And due to the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the inhibitor has no difference 

than the low concentration one, there is no need to use high concentration of the inhib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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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內營造安全管理問題，多年來因工程低價搶標、層層轉包及趕工等現象，加上營造現場

第一線基層勞工安全衛生觀念認知不足，其隱藏在民間小案場之危害狀態，都是造成職災千人

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有感於勞工不安全行為是營造業職業災害發生的主因，而行為安全是可以

透過觀察、評估、處置、改進來提升的。因此，本研究參考國際企業推動行為安全(Behaviour-

Based Safety, BBS)之經驗，並就參與營造作業現場實務觀察與訪談結果，整理出國內營造安全

管理隱憂，及勞工行為認知，藉以作為行為安全管理介入營造業管理模式之參考。透過安衛合

理化檢討，激發與鼓勵安衛設施創新，正向鼓勵大企業的社會責任，加強小案場檢查，以制止

其投機心理將風險轉嫁勞工等。同時，訂定齊一性的安衛設施標準化，以及一致性的檢查標準

等，都有助於國內營造行為安全活動的促進。

關鍵字： 營造業、行為安全、安全管理、介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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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關國內營造業安全管理部份，除一般

性的施工作業技術或程序等安全評估外，也

著眼於安全文化及勞工行為的研究[1,2]。依據
Concha-Barrientos et al.[3]就歐盟統計每年世界
各地有超30萬名勞工於作業中發生死亡和殘廢
等職災事故，在歐盟每年也將近有5,000件死
亡事件，更且有更多因作業中不慎發生傷殘的

事故發生，其所造成的職災事故除人力成本的

損失之外，也造成社會經濟負擔[4]。儘管各國
就職災事故的預防都採取很多的改善與努力，

作業中的危害風險也已降低；然而，由於未能

有效控制影響職災安全管理的關鍵因素，過去

20-30年來的高職災率仍無法被接受。因此，
從政府部門決策單位也多力求透過更多的介入

(interventions)與研究計畫的探討，以期能有效
的控制與減少工作場所的職災事故。

過去20至25年有關安全科學的研究文獻
中，也多強調勞工作業行為的風險表徵，藉以

瞭解如何透過行為科學的研究，來預防勞工於

作業職場中所可能存在危害行為，或就危害狀

態之不同認知與理解等[5,6]，這個發展過程也
多參考Hale & Hovden[7]所提出的安全第三代
(third age of safety)。再者，文獻的研究報告中

從技術、法律及人為因素的認知看法等，近幾

年來各企業也多將安全管理的介入手段導入企

業的組織與公司文化中[8,9]。

國內營造業安全管理問題現況分析

國內營造業環境生態，歷經數十年的轉

變，事業單位及承攬商對於職安法令的要求

內容，研究進行中，於北部就施工作業環境安

全之設施與措施方面的實施狀態進行訪查結

果發現，多數勞工大多能認同其職安法令立法

精神為保護勞工生命安全為首要工作。然而，

就現場營建案場主管訪談中，卻也反應出其對

推動職安管理工作的無力感，特別就民間工程

建案，因起造者於工程造價之利潤考量，對所

發包之專業工項，往往因壓低工程發包費用，

以至現場營建工程人員紛紛表示，必須上層管

理者對作業安全的重視安衛管理工作才能起步

[10-12]。
為能更清楚了解國內營造業安全管理問

題，茲將工程從預算編列至發包，以至工程

承攬施作，直至驗收完工結束；依據實務調查

結果分別就承攬商對營造工程安全衛生管理

的抱持態度等，詳細剖析國內營造業安全管理

隱憂，藉以更深入了解國內營造業安全管理問

題，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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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1所示，國內公共工程營造採購發包
制度，依合約金額一定金額以上為依工程會採

購法以公開招標、決標與議價等程序進行。唯

在決標方式目前常見仍以最低價為決標準則最

為常見。依實務觀察與訪談結果，國內營造公

司於對於所承攬工程經層層轉包後，至第一線

承攬商或專業小包後，因其工程利潤降低，因

此對其所承攬之工程施工管理態度中所抱持之

認知心態，依成本：進度：品質：環境：安全

的順序，其重要性比例為5：4：3：1：2[29]。
在此承攬管理認知下所潛在的管理問題，營造

作業環境就必須面對勞工素質不一，勞工行為

不易規範等問題。

再者，經由多次轉包過程，工程利潤不斷

剝削，就最後願意承攬商的專業廠商或小包，

就必須面臨成本預算不足而進行相關工作項目

的刪除或減作等。其中，利用趕工以求得工程

進行，唯可能必須犧牲施工品質及安全，以有

效提升了的工程進度。檢視國內營造業職災肇

災單位，依據鄭慶武等人[13]研究結果，加強
承攬商規模員工人數30人以下營造公司的案場
安衛管理工作落實狀態，可有效降低國內營

造業職災千人率。林楨中等人[14]研究指出小
公司營造廠之職業災害發生狀態與工程規模大

小、工程類型差異、工程合約金額大小等有著

密切的關係。分析其原因，主要因低價發包、

趕工及層層轉包等，其所衍生出的安全衛生管

理缺失，都與營造業高職災率有關。

此外，基於企業永續經營理念中，大企業

為顧及企業的社會責任與信譽下，就落實安衛管

理工作投入經費與人力的付出，相較於國內中小

規模的營造公司的投機選擇權的規避心態，應該

獲得肯定與支持才是。因此，正向鼓勵大企業於

社會責任做好工區職場的安全管理工作，並鼓勵

其推動安衛設施之創新研究與獎助等；對小案場

之缺失應加強其檢查頻率，並就作業現場之缺失

予以輔導與監督，而非因檢查標準認知差異，造

成劣幣逐良幣的風氣或氛圍。

圖1　營建作業實務訪察安全管理問題之發生狀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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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於促進勞工行為安全管理介入手

段，不同承攬商所採取的方式各有不同，主要

仍出自於教育心理學『糖果』與『棒子』，或

以管理學的『獎勵』與『懲罰』，或社會學的

『威脅』與『利誘』等思維而改變行為。如同

前述就影響勞工行為的表現，主要影響因素包

括有：

1. 工作壓力：工作時間長、工作負荷量大。
2. 天候狀況：如戶外作業夏季悶熱、酷熱；冬
天寒冷，動作遲緩；雨天穿著雨衣動作不便

等。

3. 工作時段與月份：依營造職災統計在工作段
方面，上午11:00至12:00及下午16:00至17:00
發生職災比例最高，在月份方式則集中於七

月與八月最高。

4. 公司職安要求：制約勞工因不當行為違規罰
款，以至在作業行為方式所有約束與注意，

以制止其僥倖或輕忽、漠視的行為。

5. 工作薪資給付方式與自我價值：依薪資的多
少為以每日工作之量體為計價基準，如鋼筋

或鋼構組立作業以每噸計，模板組立、泥作

粉刷或磁磚作業，或鷹架組/拆等，其計價
方式為量體多少為主，如以多少平方公尺面

積計價等。因此，為能賺取更多薪資，第一

線勞工大多以方便、具效率之施工方式進

行，期間即可見許多的危害行為因誘因不同

而出現。

6. 工項發包單價：於實務觀察與訪談中也發
現，就民間小案場之施工現場，勞工不安全

行為與其所取得的發包單價多少而有不同。

一般單價越高所要求之工序施工品質，及對

作業安全的規定都會比較嚴格。

7. 市場人力供需狀態：由於國內現階段基礎勞
工缺工狀態嚴重，在『事求人』與『人求

事』的市場需求差異下，一方面承攬商擔心

所屬轄區工區安衛管理或要求過於嚴格，致

使勞工因擔心受罰而不願受雇於該工程作

業。

8. 工程趕工：『趕工』為營造工地安衛管理工
作推動的最大阻礙，『省了過程，壞了結

圖1　營建作業實務訪察安全管理問題之發生狀態（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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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從職災事故分析，所有職災事故大都

肇因於因趕工，安衛設施來不及設置，致使

安全防護空窗期時間長，造成潛在危害的發

生機率相對提高的風險等[12]。
9. 工程變更作業條件改變：安衛設施若能依原
施工計畫進行，大都能事先加以規劃，同時

較完整涵蓋所有可能的危害狀態之防護等；

然而，往往因工程的變更或作業工序變動

等，致使原有安全防護無法涵蓋與顧及，迫

使勞工必須於作業中必須採取較不方便，或

較危險的動作完成等。

10. 教育程度差異：依據主計總處就國內從事營
造業基層勞工之教育程度調查，其分佈主要

集中於高中職以下，其中又以國中與國小以

下程度居多，此結果與實務觀察狀態相近。

由於勞工因教育程度所存在的認知差異，對

安全或危害認知概念不同，教育內容是否已

確認其傳遞訊息已被清楚或完整接收或記

憶，或內化成為行為等需要檢驗。

國際上行為安全介入相關作法

行為安全管理(Behavioural Management of 
Safety, BMOS)架構，為一整合行為策略、安全
與健康過程的安全管理系統。在許多企業組織

中，BMOS分析也被應用於如何促進安全行為
表現，及環境條件改善以提供健康、安全的持

續管理績效。BMOS管理程序為設定某一行為
變化的趨向，透過對危害的定義與發生狀況的

判定，以減少其可能發生傷害的一種矯正與預

防的管理模式[15-17]。Earnest[4]就對行為安全
(BBS)作了定義，類似冰山理論用以金字塔的
概念表示，從最底層的控制來減少最上層的職

災傷亡事故，從底層透過訓練、抽樣檢視、獎

勵、推動、回饋系統、安全練習、目標設定，

以及參與等，以改善工作場所安全的方法。

BBS活動主要為進行行為的檢視，觀察其不安
全行為的活動，藉以進行行為矯正、協助與指

導的過程，以促進其安全行為的表現[18-20]。
國際上各知名企業近二十年來即開始推

動行為安全(BBS)活動，成效已經明顯顯現。
例如，美國杜邦公司 (Dupont)之STOP活動
(Safety Training Observation Program)、美商陶
氏化學公司(DOW)之BBP活動(Behavior based 
Performance)、德商巴斯夫公司(BASF)之AHA
活動(Audit、Help、Act)、德商拜耳公司(Bayer)
之BO活動(Behavior Observation)、日商豐田
汽車公司(Toyota)之STOP 6活動(Safety Toyota 
zerO accident Program 6 items)。這些行為安全
活動(BBS)都已經有效降低職業災害，例如美
國伊斯特曼(Eastman)化學公司於九年內降低職
業災害89%[30]。

1940年代，「行為科學」創見者Skinner
博士開始以觀察動物及人的行為進行分析，並

認為一切行為皆是與環境互動引起的作用。環

境是「起因」(Antecedent)，引起一個可見到的
「行為」(Behaviour)，從而產生一些正面或負
面的「後果」(Consequences)。運用此「ABC理
論」(ABC Theory)去研究人們為何如此進行行為
的原因，以「介入」(Intervention)的方式強化要
進行的行為或改變不想進行的行為。Skinner博士
認為「行為被其後果所激勵，行為能由控制的

事件而改變，而控制的事件亦來自於行為」，

此為行為科學之開始[15]。「行為安全」是利用
「ABC理論」來建立安全行為的方法。其利用
A：「起因」(Antecedent)，其為「促動因子」
(Activator)，用以導引B：「行為」(Behavior)的
產生，而C：「後果」(Consequences)可用來激勵
增強行為，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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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ABC模式

陳炳泉[20]根據香港推動「行為安全」的
經驗，認為「行為安全」應直接評量正面的

安全行為與狀態，藉由隨機取樣員工的行為

為基礎，評量安全與不安全的行為與狀態。

Geller[17]提出行為改變的「DOIT」程序（如
圖3所示），是利用「ABC模型」來發展改變
行為的方法，用促動因子引導行為，用後果來

激勵行為，其程序為1. D：「定義目標行為」
(Define)定義一或多的目標行為以進行改善； 
2. O：「觀察」(Observe)監視這些行為；3. I：
「介入」(Intervene)操縱相關的促動因子與結
果去增加安全行為，減少風險行為；4. T：
「測試」(Test)追蹤持續改善目標行為去決定自
我管理程序的成效[30]。

圖3　行為改變DOIT程序

行為安全推行的推動基礎條件探討

依據行為安全的相關期刊論述中，整理出

三項行為安全推行的重點，分別說明如下：

1. 全員參與及高層支持的互助、互信、互利安全
安全是正面的導向(positive orientation)，
「行為安全」透過有效的溝通，針對員工與

狀況進行危害分析，經由訓練加強安全認知

與危害辨識，管理者就第一勞工安全管理責

任導引出相互的信賴與尊重。因此，高層承

諾與員工參與的目標，對於行為安全是必須

的狀況[20,30]。
2. 設計適當獎勵措施從管理學觀念，提供『誘
因』與『回饋』對於安全是有效的，經由誘

因以激發勞工行為改變，管理者藉以承諾提

供勞工職場安全環境，第一線作業人員行為

也將趨向正向的安全行為回饋結果。然而，

對於行為改善計畫的成效，處罰與威脅也會

挑戰個人自由和選擇[15]。因此，不當的處
罰與威脅或誘因等，對行為來說也會變成

不良後果，並且啟動更多人們算計冒險行為

[20,30]。香港職健局認為獎賞行動可被員工
視作良好表現指標，是公司對員工的一種回

饋[21]。Loafmann & Betty[22]也認為正向鼓
勵是改變人類行為的重要因子。

3. 行為安全應納入安全系統中行為安全是組織
邁向成功的工具，因員參與的動力促使安全

績效的持續提升。

行為安全也是安全邁向組織功能的橋樑，應

考量以激勵來鼓勵員工參與，而不以事故或

異常行為或狀態作為懲罰基礎，以避免第一

線勞工隱藏危害行為狀態。同時，也應了解

行為安全是一種激勵勞工行為趨向安全的思

維，並無法取代原有的安全系統[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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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營造業勞工行為認知探討

國內營造業近年就勞工行為的研究文獻並

不多。然而，從實務訪察中也都提及勞工不安

全行為與認知，為導致營造職災事故千人率無

法有效控制或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若能確

實掌握勞工作業心理及其行為模式，將有助於

管理者透過管理介入的手段，矯正或預防勞工

不安全行為，以減少意外事故發生。依據鄭慶

武與林楨中[12]指出，國內營造職業災害發生
大都依循著某一種規則或型態而存在，職業安

全管理更是每一行業所必須重視的。依據鄭慶

武等人[13]，就整體營造業職災潛勢探討，主
要職災事故集中於民間建築工程，對落實職前

安全教育及危害告知的等安衛管理工作的實施

狀態普遍不足，這也反應在職災千人率降低至

某一程度後即未能再降低的原因。相關學者將

其原因歸咎於勞工不安全行為與各企業對安全

工作的不重視等[10,13-14,24-25]。
為能進一步了解國內營造業勞工不安全行

為，與事故之內部與外部影響因素關係，繪製

如圖4所示之影響圖。圖中主要說明由外部因
素中，因社會認知偏差，包括：

圖4　勞工危害行為之內部與外部影響關係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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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性樂觀偏差：勞工總認為意外事故不會
發生在自己身上。

2. 社會錯誤認知：如認為營造工程為艱苦行
業，勞工知識水平比較低，作業環境髒亂

等。

3. 媒體文宣的錯誤引導：酒精性飲料可以提神
的廣告。

4. 勞工專業尊嚴不被重視及管理者錯誤認知：
出錢的業主只要完工交付，及承攬商承攬只

顧及工程利潤，無視勞工作業中所存在的危

害防護等。

5. 營造生態的變調：如惡性低價搶標、層層轉
包及重視工程進度與成本，忽視安全等。

6. 勞工自我價值不足：此部份為多年來營造生
態所產生的認知，基層勞工對作業中之不安

全狀況或危害環境之忍受性很高，對環境中

所存在的墜落、穿刺、感電及倒/崩塌危害
等，並甚少主動要求要求業主或承攬商等加

以防護。

7. 政府投入資源不足：如檢查人力不足，推動
職安活動經費不足等。

8. 職業工會推動職安基層教育，未能持續影響
勞工行為改變。

9. 整體營造工程採購發包制度，以工程利潤為
主要考量，對安全衛生防護預算則以符合職

安法令之最低標準為原則；此外工程進行中

因變更或工程干擾，所衍生之安全防護缺口

所潛在之危害狀態令人擔憂。

再者，圖中中間層部份，則為雇主或承攬

商、作業主管等，在前述外部認知偏差下而

產生的管理問題，諸如：工程利潤因低價搶

標而造成必須犧牲安衛預算之考量，或管理

者因欠缺高層就工地安全管理計畫的支持與

承諾，低價層層轉包等問題層出不窮。最內

層則以勞工因不安全行為所造成之事故為主

要肇因，諸如：過於自信、體能因負荷重造

成疲勞，或因壓力大造成情緒變動之不安全

行為，或因作業慣性，喜歡冒險或取巧方便

而有攀爬或跨越行為，或因生活經濟所需，

工作於高度危害之作業環境等。

促進營造業勞工介入行為安全之方法

及對策

綜觀國內營造業經營生態，及其整體社

會環境與經濟變遷下的衝擊，現階段能生存下

來的營造公司，就大企業營造公司而言在公司

內部管理組織架構也多完善，對作業現場的安

全管理制度也都依循其規章加以推動，唯受限

工期壓力，在執行的成效上也多有缺失。就小

企業營造公司也多以成本及工程利潤為最大考

量，就工程推動以最低之安全防護為考量，提

供最大彈性空間不管其作業工序是否安全，即

同意其專業分包商施作，以增加其施工效率，

增加公司經營利益與競爭力等。為能就國內現

階段安衛管理問題，就營造業勞工不安全行為

的矯正與預防，提供其介入的方法與管理對策

等，以下就研究期間觀察與訪察經驗，條列整

理出其執行的要點，說明如下：

1. 營造業勞工行為安全介入管理思維

(1) 從管理制度介入：
A. 加強業主就案場安衛管理責任：營造案
場安衛管理工作，基於起造者/業主將
工程發包給承攬商後，即將案場所有管

理責任委由承攬之營造公司負責，對其

施工作業中轉包狀態或再承攬發包等問

題，並不細究其所可能隱含安全管理問

題。唯在業主要求完工期限下，承攬商

於施工計畫中之工項作業安排，為能如

期完工幾乎每一規劃路徑都成為要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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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業主並不直接因施工案場發生職災

而遭懲處，或苛以刑責，以至不關心承

攬商安全管理缺失。為此，若能加強業

主就案場安衛管理責任，將可制約承攬

商對作業中安衛管理工作的落實。

B. 創新安衛設施提案：由勞動部或各轄區
主管機關等，編列高額獎金或誘因，就

個人或企業團體等，激發與鼓勵營造公

司或專業分包商提出創新安衛設施提

案。以集思廣義的作法，就不同工項作

業之工序安全缺口，討論出最好的安全

與衛生防護作法，再透過分享以普及各

營造作業現場。

C. 加強小案場工地督查頻率與輔導：以督
促或監督其承攬商投機選擇心理，將其

施工風險轉嫁至勞工，加強其案場的安

全防護設施的必要性與合法性等。

D. 正向鼓勵優良廠商企業責任：信任其安
衛管理的自我要求，勞檢單位可有效應

用有限人力，減少檢查工作量；然而，

若期間大企業營造案場發生意外事故，

則苛以重罰。

E 落實一致性的檢查基準：避免因檢查標
準主觀認定，造成認知差異；一方面對

優良工地可能打擊士氣，一方面也讓小

案場有其錯誤認知，認為只要不發生事

故，所有安衛設施只是形式上應付檢查

工作等，造成劣幣逐良幣等安衛管理工

作推動的困擾。

F. 建立『齊一性』安衛設施標準：建立全
國所有案場齊一性的安衛設施標準，公

告每一設施單位面積設計之規格、品項

單價等提供參考，減少承攬商或勞工，

為規避因都會區嚴格的施工安全要求，

而尋求管理差或不嚴格的工地工作之

『生存出口』。如此作法，雖在實務上

有其限制或阻礙，但卻是最好效的管理

介入策略作法。

G. 就職災源頭勞工行為的安衛設施管控與
落實：所有危害的發生就肇因於未就作

業前，確實檢核該工項作業程序是否符

合安全規定後，即同意其施作所衍生出

的管理缺失。以施工架組/拆作業，或
模板組立等高處作業為例：『扶手先

行』的防墜安全程序，因作業程序效率

低、多工，現場組架或拆架常見為『扶

手後行』作業方式進行。作業中常見以

攀爬/跨/坐/站立之行為，在作業效率背
後施工成本計價要件下，都成為高處作

業墜落危害隱憂。

H. 正向鼓勵優良專業商之競爭力：透過減
少其承攬公共工程履約保證金，或競標

時優先議價資格，或提高其承攬單價

等。如鼓勵優良廠商參加各轄區工安評

鑑，連續三年優良者則可獲取承攬公共

工程履約保證金減半誘因。

I. 改變發包制度，擇優施作，嚴格審核：
國內審計制度或監察制度的制法原則為

以『防杜』為出發點，許多採購程序為

避免行政缺失遭到舉發或控告等，往往

增加了許多行政程序要求加以訴求其嚴

謹。然而，在經過漫長時間採購發包

程序後，往往決標條件採『最低價得

標』。也埋下日後得標廠商必須投入更

多人力與心力，對於承攬商的管理能力

的溝通與協調或管理認知差異等，造成

營建爭議等後續職安管理上的困擾。

J. 『職安卡』取得通過易，但連續違規必
須再回訓規定：就『職安卡』推動，基

於營造工地缺工狀況，以鼓勵『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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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的誘因與門檻，但對後續於作業職

場因行為缺失表現，被連續記點達三次

時，應要求必須回訓後取得合格資格，

才能獲取工作權等。藉此，一方面解決

重複的訓練課程，一方面也加以制約勞

工的行為表現。

(2) 從實務推動需求介入：
A. 推動因勞工個人不安全行為不賠償之認
知，或提高非個人行為之職安保險額

度：職場中雖依法進行教育訓練或危害

告知，然而常見勞工因個人作業方便或

舒適等出現不安全行為，諸如：喝酒、

跨越、攀越或立或站於高處未使用安全

防護等。若能於合約或保險中明訂該項

目為不賠償項目，或必須提高保費等，

藉此從源頭加以制約勞工行為，將可以

有效約束其行為表現。

B. 安全條件應為合理可行：就現有職安法
令的立法精神為保護勞工為出發點，基

於生命無價，以及任何存在的危害條件

都可能成為事故的論點加以支撐。然

而，上述論點在實務訪察中為以『虛應

故事』及『配合演出』為註解。因此，

在推動職安管理事務時，可留些彈性應

變空間，充分授權工務主管於不影響安

全的條件下，就工項規劃作安全性的安

排。

C. BBS-APP大數據分析之應用價值回饋：
結合職安所計畫（案號： IOSH104-
0014），就實務觀察紀錄之大數據，進
行統計分析，有助於就作業中之勞工安

全行為與不安全行為表現率項目內容的

矯正與預防。

D. 落實工具箱會議(Tool Box Meeting, 
TBM)，走動管理，危害排除及時刻叮

嚀：此作業為最直接且最有效的介入方

式。唯其執行理念的推動條件，必須建

構在全員安衛的認知下，且就危害的判

定有一致法令要求基準，非監工或主管

個人認知，避免在要求工程進度的要件

下造成認知偏差，如此才能真正發揮其

效益。

(3) 從人性行為認知介入：
A. 對承攬『投機選擇權』的心態加以分析
與檢討：就最低價承攬之承攬商或專業

分包商等，就安衛設施之規格或設置之

面積或處等，採以減作或以不合格品充

當等行為，以減少其成本開支，獲取差

價利潤等心態，或以規避被檢查缺失之

罰款等投機心理，應加強其檢核頻率及

缺失改善復檢要求，避免助長其投機心

態，將施工風險轉嫁至勞工身上。

B. 『諮商』較『磋商』與『溝通』更貼近
人性：溝通目的為取得認同與支持，但

因涉及工程利潤的考量時，往往各執行

所需，造成有溝沒有通。而後，因應工

程的推進，合約完工的壓力，經磋商後

找到平衡。然而，上述的談判或討論的

對象，為以承攬商或作業主管或工頭為

主，至於第一線勞工作業需求或生理、

心理、身體需求，卻少有人真正關心。

因此，於職場中若能將『諮商』納入安

全管理的重點，相信會因關心勞工需

求，滿足其施工安全條件，將有助於公

司永續經營的基層人力需求。

C. 落實職安教育，尊重專業，正向鼓勵：
就目前營造業職場觀察，並由主計總處

所普查統計營造業勞工教育程度為高中

職以下，國中或國小畢業後以學陡就業

者居多。多年來依循師陡制，許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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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或慣性為時已久。因此，如何透過

有效的媒體文宣，基於關心與鼓勵、尊

重的方式，循序漸進導引其安全行為表

現，實為第一線勞工之期許與配合的契

機。

2.  建立正確的安全態度與信念安全的信念

來自於『教育』與『經驗』

所有的傷害最初都因為沒有知識，或因本

能的認知而採取被動作法。其中，因多次的傷

害而累積經驗，進而修正行為以建立監督管理

減少意外發生。透過彼此的制約與依賴的模式

來達到互相關照與提醒的目的。然而，如此模

式的傷害率仍因工作負荷量大，人力編制不足

或工程趕工而無法兼顧，至使傷害仍無法有效

控制。為此，如何介入或建立自我管理的獨立

模式，即成為降低職災事故的管理思維。由於

人的作業往往因圖方便、舒適、有效率，以至

作業中對『法令』的要求認知與『行為表現』

存在心理認知上的衝突。因此，最終仍必須藉

由團體的認知與制約力量來加以提醒，以使安

全行為表現能始終如一。對職場安全條件的維

護建立其相互依存的關係下成為企業文化，如

此才能有效的，恆常的控制職災傷害率發生，

其安全管理的思維架構，如圖5所示。

圖5　安全管理的思維

結論與建議

在勞工行為研究方面，Florio et al.[26]對
於安全態度也指出：意外災害都是可以被預防

的、安全教育重點應放在安全行為的執行上，

減少鹵莽冒險的行為等[27,30]。蒲永仁等人
[11]就營造業安全領導，對勞工不安全行為及
職業傷害之影響研究一文中也指出，直屬上司

的領導型態對勞工的不安全行為及職業傷害有

重要影響，相較於安全關懷，安全控管的效益

更好，最佳的安全領導類型應是兼具高度關懷

及高度控管，雙管齊下的領導方式。再者，實

務訪談中，國內營造業勞工常戲稱在其工作環

境，勞工好像是芒果樹上的果實，時間成熟了

就會掉下去；或稱自己在職場中是做工的，沒

有多少雇主或承攬商，特別是民間小案場作業

環境條件，甚少會考量勞工心理與生理對於工

作中安全與衛生需求[12]。
影響勞工行為的表現包括內部與外部因

素，包括內部自我行為安全認知，以及外部作

業環境之競爭、轉包、趕工等，都是影響勞工

作業行為的變因。因此，透過適當合理介入手

段，雖可以有效制約或內化勞工行為表現；然

而，如何能持續誘發或激發其安全行為，仍必

須從整體營造工程的發包與承攬管理制度加以

檢討。透過安衛合理化檢討，激發與鼓勵安衛

設施創新，正向鼓勵大企業的社會責任，加強

小案場檢查，以制止其投機心理將風險轉嫁勞

工等。透過行政法令制度，訂定齊一性的安衛

設施標準化，以及一致性的檢查標準等等，都

有助於國內安全活動的促進。以下就國內營造

業介入行為安全管理模式之推動，分別就制度

面、實施面及勞工行為面等，重點摘述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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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度面：

(1) 加強小案場建案工程安衛設施之檢查、監
督與輔導。

(2) 正向鼓勵大企業於工程安衛設施的創新研
發。

(3) 將業主/起造者於所屬案號/建案之安衛監
督責任，納入職安法或相關行政法令中

予以規範，避免因採購發包與承攬管理缺

失，造成承攬商枉自作為。

(4) 將安全設施標準化、一致化，避免因投資
選擇權心態，造成大小案場於安衛設施設

置標準不同，造成劣幣逐良幣問題。

(5) 就職安教育之教材內容及教法等，建立學
習成效評估平台，用以監督與評核推動職

場安衛教育的有效性。

2. 實施面：

(1) 推動安衛預算合理化，配合工程進度，將
每一工項作業所必須之安衛項目、規格材

質、數量及其單價等加以列舉，以減少後

續因顧慮不周，造成安全空窗期長，期間

未能及時修補的潛在危害。

(2) 合理工期之檢討，避免因趕工或變更設
計，造成安衛設施的連貫性及涵蓋性出現

缺口，或因工序拆除原有安衛設施，造成

勞工作業危害無以防護等困境。

(3) 將BBS-APP之管理模式導入，透過時間軸
累積之大數據分析，以有效、及時掌握每

一作業階段勞工安全行為表現及不安全行

為表現的潛勢，藉以作為第一線勞工危害

行為的矯正與預防，及安全行為的鼓勵與

激發。

(4) 透過『重償』與『重罰』以約束及激勵勞

工行為表現，並透過CCTV與廣播系統協
助監督及提醒勞工不安全行為作業樣態。

3. 勞工行為面：

勞工行為會因以下因素而出現不安全行

為：(1)工程趕工；(2)過於自信；(3)體能負荷
量；(4)年齡反應不及；(5)天候溫差造成精神不
濟；(6)作業時輕忽危害狀態，習慣以方便舒適
方式作業，如未戴安全帽，或高處作業未勾掛

安全母索等；(7)不好的行為慣性，如：喝酒或
跨越、攀爬或站於高處或開口處等；(8)前一天
精神狀況不佳，造成工作情緒不穩定；(9)經驗
不足；(10)作業環境悶熱，通風性不足，造成
急於離開，動作閃失，以及(11)不好的工作環
境配置及物料堆放等。若能透過每日的工具箱

會議宣導，及走動管理時之提醒與叮嚀等，將

能有效避免可能的事故發生。

因此，從勞工行為面，以下方式有助於勞

工趨向個人安全行為表現：(1)高層對職場安全
設施環境的重視與職安教育、全員安衛實施的

支持；(2)合理充足的安衛預算支應；(3)持續的
安衛活動激發與監督；(4)就不同工項作業工序
所存在不安全行為之指導與示範等；(5)BBS所
主張之三不政策：不責備、不記過、不記名，

有助於勞工隱藏性的不安全行為可以被矯正與

指導改善；(6)給與勞工更多的專業尊重，透
過心理學自我尊重與信任的榮譽，以促使勞工

安全行為表現；(7)獎罰有度，對於勞工表現好
的，給予實質肯定，對表現不好的，可從工作

權的同意與取得與否加以約束等。同樣的，若

能透過每日的工具箱會議宣導，及走動管理時

之提醒與叮嚀、讚賞、關心與尊重等，將能誘

發勞工間安全行為的表現，以形成工地文化與

職場安衛管理模式，將可有效減少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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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management issues have been prolifer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aiwan. 
Because of reasons such as construction companies bidding low prices to win construction project bids, 
construction projects being subcontracted to construction companies after construction companies, 
workers rushing to meet deadlines, first-line workers’ lack of health and safety-related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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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facilities can be inspired and encouraged, large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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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南韓及我國的學生校內兼職者參加類似勞工保險規定

及因應措施；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深度訪談和焦點座談。主要發現如下： 

2015年6月16日之前，我國學生校內兼任助理的規定近似韓國（不是勞工身分），僅個案

會被認定為僱傭關係，而必須投保勞保。2015年6月17日起，我國規定，「勞僱型」學生校內

兼任助理必須依勞保條例辦理加保；此類似美國的兩分法：領取獎助學金者不必參加社會安全

制度，領取薪資者要參加社會安全制度。但不像英、德、日等國，英國排除微量工作者參加第

一層年金、德國允許微量工作者申請免除加保年金保險、日本排除微量工作者參加雇用保險。

為因應2015年6月17日起的規定，目前各校採取的因應措施包括界定「學習型」和「勞僱

型」兼任助理身分的區隔、部分學校限制學生只能從事一份「勞僱型」工作、「勞僱型」兼任

助理依法投保勞就保並提繳勞退金、師生充分遵守法規、學校減少「勞僱型」兼任助理工作機

會等。

本研究建議，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加保規定方面，可考慮參照德、英、日等視為「微量工作

者」，適當修正大學法和勞保條例等勞動法規。

關鍵字：  勞工保險、微量工作、學生校內兼任助理

民國 105 年 6 月 30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7 月 1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11 月 22 日接受。 
通訊作者：藍科正，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62102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7鄰大學路一段168號， 
電子郵件信箱：labkcl@ccu.edu.tw。



95

各國學生校內兼職者加保規定之研究

緒論

針對學生兼任助理人員相關勞工保險（以

下簡稱勞保）、就業保險（以下簡稱就保）承

保與給付規定，2015年6月16日之前，申訴個
案若經認定具有僱傭關係，則與一般受僱勞工

一樣；不過並不是通案認定。2010年以來，以
臺大研究生為主的學生兼任助理人員積極爭取

被通案認定為具有僱傭關係；2012年底臺灣高
等教育產業工會（以下簡稱高教工會）加入協

助該訴求；然大學校院強烈反對該訴求。到了

2015年6月17日，勞動部的「專科以上學校兼
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和教育部的

「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

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同步發布，明訂「學習」

範疇（如實習課程、服務課程、研究生畢業學

分與畢業條件）以外，屬於有指揮監督及對價

的僱傭關係之活動都應加保勞就保和提繳勞退

金，引起大學抱怨，以及減少兼任助理職位數

量，其發展歷程和後續影響，值得追蹤。

學生兼任助理人員通常是部分工時者的特

殊樣態，而其他國家有關學生兼任助理人員相

關勞、就保之承保與給付規定究係如何，必須

參酌，以供我國行政主管機關之參考。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方法有三：

1. 文獻分析

透過文獻分析，蒐集美國、英國、德國、

日本、南韓及臺灣等國家針對學生兼職者相關

勞、就保之承保與給付規定，是否與一般受僱

勞工有所區別。然：透過網路蒐尋，各國資料

不一定齊全。

2. 深度訪談

透過15人次的深度訪談，掌握我國學生校
內兼任助理加保的實況、困難，及與國外文獻

比較。深度訪談後作成紀錄，以供進行質性分

析。深度訪談對象包括政府部門代表5人、非
政府組織代表3人、大學校院代表3人、專家學
者代表4人。

3. 焦點座談

透過2場次的專家焦點座談，探討我國學
生校內兼任助理加保之困難解決策略。在南

（嘉義）北（臺北）各辦理1場次，每場次邀請
5-6位專家參與，合計共11位專家參與，包括相
關部會代表、學者代表、大學代表、勞動者代

表等。會議後作成紀錄，以供進行質性分析。

針對研究倫理，本計畫深度訪談前先告知

受訪者本計畫的背景，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錄

音，同意後才進行錄音；受訪者提供的資訊若

提及不可外洩，本計畫亦予以尊重。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學生校內兼職者加保規定及因

應措施為焦點，故對於學生校內兼職者加保後

的勞動基準和其他權益，只粗略提及，未予深

究。針對學生校內兼職者加保規定的因應措

施，本研究只訪談數個學校，沒能全面調查，

且2015年6月17日之後迄今仍屬各校因應勞動
部、教育部發佈指導原則、處理原則後之初

期，故後續的變化和因應未能納入。針對其他

國家的規定，僅就網路和文獻資料庫的內容，

加以分析，透過網路蒐尋的各國文獻資料不一

定齊全，也未能訪談該些國家的相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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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和南韓的情形

1. 美國的情形

(1) 學生兼職者的規定
根據美國《聯邦法規彙編》（CFR，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26篇，其規定，在
學校、大學以及學院內有註冊並定期上課的學

生是排除就業身分，主要是根據這些組織或單

位的主要目的而定。對於一些組織如教學型醫

院，雖然有醫療的行為，但是對於某些成員來

說，教學是主要的功能與目的，因此仍會排除

就業身分，不會納入社會安全稅的體系，其學

生身分或狀態的明確定義為「註冊並定期上

課」，因此不含休學與退學者，而既定課程可

以視為排除就業條件的條件。

社會安全稅（FICA）有關學生的狀態相
關規定是指：此就業者需學習相關課程，為了

確認學生學習的狀態，因此雇主與雇員的關

係，相較於勞動的目的，主要目的必須為學習

目的。根據規定，學生或是滿足以下條件則被

視為就業者：(1)每週經常性工作或服務40小時
以上；(2)專業的就業者；(3)收到一定金額的
就業福利；(4)某些領域需要證照的工作或服務
（職場有重要的工作或職務），對於兼職者的

規定各大學間之規定不盡相同，如明尼蘇達大

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兼職就業者，對
於大學生和研究生或專業學生適用學分制標準

為大學生至少需要修6學分，而研究生至少需
要修3學分，博士生需要至少需要修1學分。全
職員工將不得豁免FICA，明尼蘇達大學大學
規定的全職學生定義為每週工時40小時以上，
因此研究員、住院醫生和博士後研究助理是

不具豁免資格的[1]。而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 i fornia）則只有針對大學生有6學分

的規定 [2 ]，至於研究生則由各校區自行認
定。許多大學如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3]）或是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4]），則採較為寬鬆的認
定方式，並無學分數的限制。對於學生的豁免

將在學期初認定，若學生在規定期間註冊，並

修習足夠學分將可以取得豁免資格，但此資格

在放假超過五週，且沒有參與秋季班時失效。

對於校園內學生獲得的酬金之規定，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和加州馬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對於學生以學習為目的（如完成
碩博士論文或計畫或學術要求）之給付係給與

獎助學金（stipend），沒有工作之指派、沒有
職災補償保障、沒有專利／著作權協議、沒有

僱傭關係，依照學生需求和競爭原則挑選給與

對象，免繳聯邦所得稅、不必參加社會安全制

度；對於學生者不是以學習為目的（與教育／

學習無關的勞務）之給付係給與薪資（salaries 
& wages），有工作之指派、有職災補償保障、
需簽署專利／著作權協議、有僱傭關係，依照

工時長短和績效給付，要參加社會安全制度。

在聯邦政府層次，對於領取獎助學金

（stipend）的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s， 
RA）研究生，不認定是勞僱關係；對於教學
助理（teaching assistants，TA）或研究生助理
（graduate assistants），2000年時認定是受僱
者、可以組織工會，2004年時否定是受僱者、
不可以組織工會，2015年時又認定是受僱者、
可以組織工會[5]。顯然，在認定上仍有爭議。
(2) 小結

美國針對學生兼職的規定相對寬鬆，只

要是「註冊並定期上課」的學生（各大學認

定為學生的修習學分數不一）是排除就業身

分，從事的工作只要不是具有全職工作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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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經常性工作40小時以上）、高科技勞工或
是法官身分，在美國是不需參加社會安全制

度；或者是，若所從事的工作經認定具有學習

之主要目的，則即使工作所得很高（例如，

住院醫師），也不需參加社會安全制度。對

於校園內學生獲得的酬金之規定，領取獎助

學金（stipend）者類似我國的「學習型兼任助
理」，沒有工作之指派，領取薪資（salaries & 
wages）者類似我國的「勞僱型兼任助理」，
有工作之指派。

2. 英國的情形

(1) 學生兼職者的規定
英國針對學生兼任助理（TA、RA）並無

專法規定，由於學生兼任助理屬一般勞工身

分，故與一般勞工相同適用1996年聘僱權利
法（Employment Rights Act），並按全國最低
工資法規（National Minimum Wage Regulations 
1999）及其2013年修正案，享有最低工資保
障。學生兼任助理和學校職員相同適用1998
年工作時數規則（Working Time Regulations 
1998） 第4條「一週七天的工作總時數（含加
班）不得超過48小時」的規定。此外，一般
勞工享有的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僱
用法（Employment Act 2002）、勞雇關係法
（Employment Relations Act 1999）、產假育嬰
假相關規則及其修正案（Maternity and Parental 
Leave Regulations& Amendments）等，學生
兼任助理亦同等適用，相關勞動法規並無排

除規定。全職學生可以申請免除的是家庭稅

（Council Tax），那是街道照明、垃圾收集、道
路維修等公共設施的稅費，通常與居住地區繁

榮程度成正比[6]。在英國，16歲以上即可取得
國民保險序號（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s），
而有學生身分者仍須取得此序號才能合法工

作，即使是校內工讀。而校內工讀者，其週薪

要達153英鎊，才須繳納第一層年金1
。

(2) 小結
在英國校內學生需16歲以上才能合法工

作，而其享有相關勞動法規之權益；然年金方

面，若週薪未達153英鎊，則可以排除加入。

3. 德國的情形

(1) 學生兼職者的規定
對一般學生或大專院校學生受僱從事工作

者，並無專法的規定。但是，由於德國傳統不

在僱傭關係下之勞務提供者，係指公務員、法

官、軍人等，因此，學生如確係在提供具有職

業價值的勞動力，且有關學生的法令規章並未

排除其勞工的身分者，其自應有部分時間及定

期勞動契約法之適用。惟在社會保險法部分，

根據其分項保險的規定，則有部分免除或自願

保險的規定。

中學生如在從事實習，由於目的是在將

之逐步納入勞動世界，所以一般並不適用勞工

法令。惟其如在假期中（寒、暑假）為他人工

作，即有勞工法令之適用。只不過，如果他

們只從事微量工作（2013年1月1日起，工作之
月平均工資未逾450歐元），則其通常免除加
入法定的社會保險之義務（社會法典第六部第

8條規定），但雇主仍須支付給微量工作中心
（為德國於2003年針對微量工作者處理相關社
會保險保費事務的統合公法人組織）總保費；

而若月平均工資逾450歐元者，則有加入退休
金保險之義務，學生與其雇主須各自負擔毛工

資之9.75%之保費。

1
　英國第一層年金的性質是基礎年金，週薪153-805英鎊
者的提撥率是所得的12%、週薪超過805英鎊者的提撥
率是所得的2%。至於第二層年金的性質是附加年金、
雇主、勞工、政府負擔的保費費率目前分別是1%、
0.8%、0.2%，2018年將調整為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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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針對法定疾病保險與就業保險，依

據德國社會法典第三部就業保險第27條第4
項、第五部疾病／健康保險第6條第1項第3款
相關規定，學生只要「主業為學生、副業為勞

工」，即被免除於強制加保法定的就業保險、

疾病／健康保險、年金保險等保險適用範圍之

外，但德國司法實務與保險人也有認為在某些

要件下：若學生於寒暑假期間則非以學業為主

之學生身分，學生可自由打工，工資數額多寡

並不影響其是否投保上述社會保險之資格者。

在寒暑假之外的求學期間，則必須以學業為

主，是以必須「每週打工未逾20小時、不論工
資數額高低」或「每週打工雖逾20小時、但主
要是在夜間或週末等學校未上課期間」，兩者

必須滿足其一。

再就就業保險言之，德國學者間有認為勞

工並不以專職為前提，因此學生可以失業，只

是因為其不具有可被使用性（具工作能力及繼

續工作意願），所以不得請求失業給付[7]。
(2) 小結

依據現行德國社會法典的規定，針對註

冊的高等學校／大專院校的大學生，只要學習

居於中心的位置，其即免除加保疾病／健康保

險、社會的照護保險及就業保險等法定社會保

險。反面言之，如果受僱是居於中心位置時，

亦即在學期中沒課時每週受僱工作超過20小時
者，即負有加保之義務。

另依據社會法典第七部意外災害保險法第

2條規定，學生（中小學、大專院校）應加入
意外災害保險，雇主亦有完全之投保義務，且

由其負擔全部保費。綜合整理如表1。

表1　德國社會保險學生兼職加保規定
身分

保險種類
一般學生 高等學校／大專院校

年金保險

資
格

月平均工資
未逾450 歐元

月平均工資
逾450 歐元

學習居於中心
的位置

平時打工

效
果

無加保義務 具加保義務
具有加保義務
（原則免除）

具加保義務

失業給付與
疾病保險

資
格

學習居於中
心的位置

平時打工
學習居於中心
的位置

平時打工

效
果

免除（雇主
需負擔30%的
總額保費）

具加保義務
免除（雇主需
負擔30%的總
額保費）

具加保義務

意外保險 雇主有完全投保義務

4. 日本的情形

(1) 學生兼職者的規定
有關日本大學學生校內兼任助理人員，其

於勞動基準法上並無特別明文規定，是否該當

於勞動基準法上之勞工而為勞災之保險適用範

圍，仍依勞動基準法第9條所定之要件判斷。
無論是兼任的TA或研究助理（RA），日本

政府、大學乃至一般社會（尤其是近年以來）至

今似未有完全一致之立場；但基於勞工保護之立

場，無論形式上之契約形式（名義）為何，日本

行政與司法上上仍採取實質之認定立場，亦即以

是否具有使用從屬之性質加以認定。

一般日本公私立大學並不完全將TA或RA之
工作者皆視為具有受僱性質之勞工，因此會有

發生勞基法之適用爭議。其主要之爭議問題在

於就讀大學之學生其兼任（或實習時）是否取

得勞工身分，尤其是教學型醫院的實習醫生之

相關職災爭議，近年更受一般社會大眾注意。

但必須特別注意者，教學助理、研究助理

若每週工時未超過20小時之部分（短時）工作
者，則不適用雇用保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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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結
有關日本大學學生校內兼任助理人員，其

於勞動基準法上並無特別明文規定，是否該當

於勞動基準法上之勞工而為勞災之保險適用範

圍，仍依勞動基準法第9條所定之要件判斷。
若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具有勞基法上第9條

所訂「勞工」之從屬性質，則應視為勞工。但

若每週工時未超過20小時，則排除適用雇用保
險法。

5. 南韓的情形

(1) 學生兼職者的規定
現行南韓職業災害保險適用對象與日本

法制相同，即根據勞基法上之勞工所認定之範

圍。根據南韓現行法令規定，職業災害保險之

適用對象係依據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因此即使

是在學學生，若具勞工身分，則當然適用職業

災害保險。

然而，若在學實習生即使其主要目的偏重

於研修或實習（其認定由實習單位和實習生協商

認定），但其可否適用職業災害保險，仍應進一

步考量是否雙方已簽有勞動契約（有些實習單位

會與實習生簽定勞動契約，認定為一般勞工），

或是否適用就業保險規定（南韓的就業保險法原

則上適用於受僱者一人以上的事業單位，但基於

規模、產業特性等等而由總統命令排除適用者除

外，勞動契約一定工時以下者也依總統命令排除

適用）。此外，依據職業災害補償保險法第123
條規定，即使非僱用勞工而係因職業教育訓練課

程到工廠（或公司）受訓的學生（一般為高中職

在校生），若該業者有參加保險，則亦視為職業

災害保險適用對象[8]。
(2) 小結

校內在學學生，若具勞工身分，則當然適

用職業災害保險。但是一般大學的教學助理和

研究助理身分屬學生，不是勞工身分，故不適

用職業災害保險。

6. 臺灣的情形

(1)  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加保勞工保險和就業
保險的承保與給付規定

A. 部分工時定期契約工的承保與給付規定
學生校內兼任助理若能參加勞

保，屬部分工時有一定雇主勞工的性

質，投保薪資最低級距是新臺幣（以下

同）11,100元，給付與其他部分工時被
保險人的權益一致，擁有職災保險和普

通事故保險的給付保障；勞保年資並未

因為投保薪資較低而打折。

學生校內兼任助理若能參加就

保，屬部分工時定期契約工的性質，投

保薪資與勞保同，給付與定期契約工的

權益一致：定期契約屆滿離職，逾一個

月未能就業，且離職前一年內，契約期

間合計滿六個月，就符合非自願離職的

定義；若符合就保法其他相關規定的前

提下，便能請領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

助津貼、健保費補助、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等；請領職訓生活津貼則無就保年資

的下限要求。

B. 兼任研究助理是否是僱傭關係從個案認
定到公布指導原則

針對校園內（主要是大學院校）

學生兼任助理人員相關勞、就保之承保

與給付規定，若經認定具有僱傭關係，

則與一般受僱勞工一樣，對學生校內兼

任助理的保障較佳；不過，學生校內兼

任助理是否具有僱傭關係的認定上，近

些年來係採個案認定，故與一般受僱勞

工仍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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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前身的勞委會2013年9月2
日勞職管字第1020074118號函規定：大
專校院學生擔任屬「課程學習」或「服

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

疇之兼任研究助理及教學助理，非屬與

有對價之僱傭關係。此函釋原是針對僑

外生可否擔任校內兼任助理的說明，

後來在2015年6月17日發布的處理原則
中，成為「勞僱型」與「非勞僱型」學

生校內兼任助理的界定依據。

依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2014年4月9
日科部綜字第1030025494A號函）第五
項，「約用之專任助理人員，應由執行

機構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

之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其雇主應負擔部分，由業務費提撥。執

行機構如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

險法之規定，須為兼任助理人員及臨時

工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得依

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之

規定，於業務費調整勻支。」其對於學

生校內兼任助理人員是否辦理勞保險及

健保上，規定得較為彈性。2015年7月
9日修正的該約用注意事項第三項則規
定，兼任助理應依據2015年6月17日教
育部的處理原則，區分為學習型和僱傭

型辦理；不過，碩士生的兼任月酬金最

高10,000元、大學生的兼任月酬金最高
6,000元，明顯低於勞保投保薪資低限
的11,100元，有檢討的空間。

2015年6月17日時，勞動部以勞動
關2字第1040126620號函訂定「專科以
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

則」，對於學校與兼任助理間僱傭關係

之有無，指出應就其情形以人格從屬

性、經濟從屬性及其他法�之規定綜合

判斷。同日教育部以臺教高（五）字第

1040063697號函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強
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

理原則」，敘明凡學生與學校間存有提

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

關係者，均屬僱傭關係，其兼任樣態，

包括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研究計畫臨

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工

作者等，應依勞動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雙方如屬承攬關係，則另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學校與學生之僱傭關係認定原

則，依勞動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

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辦理。

基本上，「勞僱型」學生校內兼

任助理人員需依照勞動部的指導原則辦

理，「非勞僱型」（「課程學習型」和

「服務學習型」）學生校內兼任助理人

員則依照教育部的處理原則辦理。 
回顧2014年11月時，大學校院兼

任研究助理爭取適用勞基法社會各界的

正反論點彙整如下：正方主張，兼任研

究助理有對價的勞務關係，兼任研究助

理權益需受到保障，學校增加的負擔不

多（約30億）教育部應可買單，美國和
加拿大視兼任研究助理為一般勞工。反

方主張，學生屬於非勞動力人口，就學

期間擔任兼任助理其主要身分仍為學

生，非屬勞動力人口中的就業者或失業

者，故不宜適用就業相關勞工保險、失

業給付及退休制度等；加強學生平安保

險或職災保險等之保障權益即可，毋須

強行納入適用所有勞動法令；學習或救

助性質的兼任助理不應視為勞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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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行政人事成本負擔會減少工作機

會，兼任研究助理若強制投保勞健就保

便需負擔部分保費，加保勞就保有「低

薪高報」（「以少報多」）現象，兼任

研究助理若得請領就保給付似有失當，

「低薪高報」的年資對勞保潛藏債務不

利
2
，身心障礙

3
和原住民定額僱用的母

體數增加致大學校院恐需增繳代金。而

適用勞基法後，誰是雇主（大學或教師

個人）、如何勞檢、爭議申訴機制、爭

議時的解釋權是哪個單位、僱傭關係會

否變成派遣或承攬或委任關係（例如，

改以外包方式進用派遣人力，可省卻加

退保之繁複行政程序）等，亦需關注。

[9]
C. 學生校內兼職助理人員加保勞工保險後
的潛在爭議

學生校內兼職助理人員加保勞工保

險後，除健保可能轉換至學校投保、身

心障礙定額僱用、原住民定額僱用等的

問題外，未來可能還有以下潛在爭議：

(A)身分認定方面
「學習型」者認為自己應屬「勞

僱型」，或者「勞僱型」者認為自己應

屬「學習型」；這些將增加校內和校外

申訴機制的負擔。再者，高中內的類似

情形，是否比照大學辦理，勢必也會被

2
　特別是，勞保給付屬綜合保險、確定給付制，老年給
付的負擔遠超過現行普通事故費率。

3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第4項提及部分工時者
對定額僱用人數的計算規定：「前項身心障礙員工之
月領薪資未達勞動基準法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數額
者，不計入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及員工總人數。但從
事部分工時工作，其月領薪資達勞動基準法按月計酬
之基本工資數額二分之一以上者，進用二人得以一人
計入身心障礙者人數及員工總人數。」不過，「月領
薪資」和「投保薪資」可能不同，適用時的主張可能
有爭議。

提及。

(B)勞保以外的勞動方面
適用勞動基準、性別平等、育嬰留

職停薪、職業安全衛生等，也有必須因應

的問題，包括假日上班是否給加倍工資、

特休假如何拿、生理假要不要給薪、超過

通常的正常工時算不算加班等。

(C)勞資衝突方面
學生校內兼任助理人員提供之勞

務會不會發生「不完全給付」的相關爭

議，需要關心。所謂「不完全給付」有

「瑕疵給付」和「損害給付」兩類，

「瑕疵給付」指稱，雇主對於勞工應執

行的工作沒作好而減少給付；「損害給

付」是指稱，雇主對於勞工應執行的

工作沒作好，還連帶影響其他工作的完

成，而減少給付。通常是勞工有故意或

重大過失，雇主才可以減少給付，勞工

若非故意或重大過失，雇主仍應完全給

付。再者，學生校內兼任助理人員加保

勞工保險的支持者以高教工會、學生團

體為主，反對者以大學校長為主，明顯

有勞資對立樣態。這樣的對立會不會延

伸到其他校務上，或延伸到大學工會、

勞資會議的籌組和運作上，值得持續關

注。

(2) 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加保規定及因應措施
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加保勞保規定的效益

包括保障學生校內兼任助理的勞保職災給付資

格、學生校內兼任助理適用職災勞工保護法的

資格、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可獲得勞保老年給付

的年資（此可彌補晚入職場致勞保年資可能較

短之情況）、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可獲得就保給

付、學生校內兼任助理有具備勞工身分的成就

感、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可籌組工會、學生校內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6年6月　第25卷第2期　第94-106頁

102

兼任助理可參加勞資會議等。

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加保勞保規定落實的困

難包括僱傭關係的界定與範疇、雇主的勞保保

費負擔、提高身心障礙者和原住民定額僱用的

員工人數母數、行政管理成本增加、學生校內

兼任助理的勞保保費負擔、其他社會保險的保

費負擔、勞動檢查的實施、兼職機會可能會受

影響（減少）、學生校內兼任助理低薪高報加

保勞就保不合理、學生兼校內任助理加保就保

不合理、相關勞資爭議可能會增加等。

2015年6月17日勞動部發布「專科以上學
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及教育

部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

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後，「勞僱型」

學生校內兼任助理需加保勞保。考量實務執

行情形，勞動部先於2015年9月25日以函釋排
除「勞僱型」學生未達基本工資一半的校內兼

任助理計入身心障礙定額雇用的母數，以減輕

大學的負擔；後來於2016年5月10日正式廢除
該函釋。目前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加保後的技術

性問題仍多。例如，「學習型」和「勞僱型」

學生校內兼任助理身分的認定爭議；「行政學

習型」是「學習型」或「勞僱型」？學生校內

兼任助理在校內（同一雇主）從事兩份「勞僱

型」工作時，要如何加保勞保？特別是一個按

月投保，一個是三日的臨時工按日投保；兩者

的財源不同，很難像單一企業（單一財源）那

樣加總投保，而勞保又不可在同一投保單位重

複加保。目前多個大學係以限制從事一份「勞

僱型」工作，作為因應，但如此限制對學生收

入不利，勢必遭遇學生質疑。

各國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加保規定請參表2。

表2　各國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加保規定

國別 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加保規定

美國
各大學間之規定不盡相同；基本上，領取獎助學金（stipend）
者，沒有工作之指派，不必參加社會安全制度；領取薪資
（salaries & wages）者，有工作之指派，要參加社會安全制度。

英國
學生兼任助理屬一般勞工身分，故與一般勞工相同適用勞動法
規；但週薪要達153英鎊，才須繳納第一層年金。

德國
微量工作者（每月薪資450歐元以下）得免除加保法定健康/疾病
保險及長期照顧保險，得申請免除加保年金保險。

日本

微量工作者（週工時未超過20小時或僱用未超過31天者）不必
參加雇用保險；非經常受僱者（一日或一週的工時或一個月的
工作日數未達通常勞工工時的3/4以上）不必參加健康保險和國
民年金保險。
一般日本大學並不將教學助理或研究助理之工作者視為具有受
僱性質之勞工，除非其具有勞基法上第9條所定「勞工」之從屬
性質，則應視為勞工。

南韓
大學的教學助理和研究助理身分屬學生，不是勞工身分，故不
適用職業災害保險。

臺灣 「勞僱型」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必須依勞保條例辦理加保。

對臺灣的建議事項 

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加保規定的因應措施建

議應考慮以下各項：

1.  修正教育法規以因應「微量工作者」的

勞就保加保

若欲對於「微量工作者」或者微量（如占

比低於50%）勞務的「勞僱型」學生校內兼任
助理免予視為「受僱者」，難以說服校外部分

工時者視為「受僱者」的現狀，實務上也將難

以操作。根據美國《聯邦法規彙編》（CFR，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26篇規定，針對
在學校、大學以及學院內有註冊並定期上課的

學生，對於就業定義以及社會安全稅的相關豁

免規定，針對學生兼職的規定相對寬鬆，只要

是學生身分，從事的工作只要不是具有全職工

作者，不需參加社會安全制度；或者是，若所

從事的工作經認定具有學習之主要目的，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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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作所得很高，也不需參加社會安全制度。

基本上，領取獎助學金（stipend）者不必參加
社會安全制度，領取薪資（salaries & wages）
者要參加社會安全制度。

因此，建議教育部在大學法中，對學生

校內兼任助理的加保規定訂定一致性的法規，

再在勞保條例、就保法、健保法、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和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中，採取

「其他法律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之文字，以

讓一部分的校內兼任助理（「微量工作者」）

排除前述法律的適用。

而就「兼任教學助理」的部分，教育部可

以參考日本文部省所頒佈之「TA實施要領」，
將有關TA之身分，根據職務內容、名稱、任用
與報酬（給予）等進一步予以明文規範。很高

興教育部已於2015年研擬大學法修正草案，增
修35-1條、35-2條4

。

4
　第35條之1：大學為協助學生就學，提撥經費獎助或
補助學生，並安排該等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之服務活動
者，非屬有對價之雇傭關係。前項學生服務時數每星
期不得逾十小時，服務期間發生災害致死亡、殘廢、
傷害或疾病時，準用勞動基準法第七章職業災害補償
規定予以保障及補償；其補償金額計算基準，不得低
於勞動基準法鎖定基本工資之數額。

 前二項大學與學生之權利義務、服務活動範圍、獎助
或補助金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

 大學應依前項辦法之規定，就學生服務活動、獎助或
補助金額及其他管理之相關事項，訂定章則並公告
之。

 第35條之2：大學為促進學生多元學習，規劃學生擔
任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兼任助理，並給予必要
之津貼、補助或其他給付者，非屬有對價之雇傭關
係。

 前項擔任兼任助理之學生，其時數每星期不得逾二十
小時；擔任兼任助理期間發生災害致死亡、殘廢、傷
害或疾病時，準用勞動基準法第七章職業災害補償規
定予以保障及補償；其補償金額計算基準，不得低於
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之數額。

 前二項大學與學生兼任助理之權利義務、學習活動範
圍、給付金額、監督、救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教育部定之。

2. 勞動法規的因應作法

(1) 勞保條例的修正
勞保投保流程簡化方面：勞保局目前已採

行網路加保多年，且允許投保單位一週前就可

預約加保。而後續還可思考的修正方向包括： 
A. 對於部分工時者的勞保投保年資，修正
為依據其投保薪資占第一級投保薪資的

比率計算。校外的部分工時者之保障以

及其勞保投保年資雖會受到影響，但較

符合公平原則。

B. 參考英國、德國和日本排除「微量工作
者」加保特定社會保險的經驗，我國勞

保可考慮對於「微量工作者」排除強制

參加勞保；若政府擔心校外的雇主會因

此發生「道德危機」，則我國勞保可考

慮只對於「校園內的兼任助理」排除強

制參加勞保。在職災保險獨立立法後，

此建議將更為可行（屆時排除一定工資

或工時以下者免予強制加保勞保的普通

事故保險）。

C. 參考日本和南韓勞基法的「特別加入制
度」，我國可考慮修正勞保條例，訂定

「特別加入制度」，再透過此制度，讓

「勞僱型」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只加保職

災保險。事實上，我國勞保制度原本就

納有排除加保和特別加入制度：目前我

國勞保條例並未自行定義「勞工」，而

是參採勞基法定義的「勞工」；適用勞

基法的「勞工」（例如，四人以下事業

單位的「勞工」）不一定能參加勞保，

不適用勞基法的「勞工」（例如，受僱

醫生、委任經理人、參加多元就業開發

方案的「勞工」、天災受害戶以工代賑

的「勞工」）也能參加勞保。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6年6月　第25卷第2期　第94-106頁

104

D. 可考慮修正勞保投保薪資級距，增訂更
多級距，同步將老年給付的平均投保薪

資改以全程投保薪資的平均值計算。

E. 可參考英國國民保險的作法，將勞保分
為兩層次，第一層次是基礎保險、第二

層次是增額保險，以利差異化的加保規

範；整體而言，可參考德國的作法，以

及我國就業保險法的實施經驗，將勞保

的綜合保險規劃為單項保險，以利更為

精緻的差異化之加保規範。

(2) 就保法的修正
日本對於每週工時未超過20小時或工作日

未超過31天的微量工作者，免除加保雇用保險，
但日本未區分校園內和校園外的微量工作；德

國對於每週收入未達450歐元的微量工作者免除
加保年金保險，以學習為中心的學生助理免除

加保失業給付和疾病保險，但德國未排除「勞

僱型」學生校內兼任助理加保失業給付。

對照日本和德國的規範，基本上，學生兼

職（不論校園內或外）若是以唸書為主的「微

量工作者」，加保就保符合資格後，得請領各

項就保給付，較為不合理；但部分學生（如夜

校生、半工半讀學生）仍會有失業情形，因此

尚不宜排除學生超過「微量工作者」加保就

保。因此，宜考慮修正就保法，排除「微量工

作者」加保就保；至於「微量工作者」是要以

收入或工時或工作日數來定義，可以再討論。

假使政府擔心校園外的雇主會「拆解」原先的

工作變成數個「微量工作」，則可以只排除校

園內的「微量工作者」加保就保。

3. 健保的投保方面

有關健保的投保，建議可考量於健保法或

健保施行細則適當處加列「一定門檻（契約期

限x個月和每週工時y小時）以上者才可選擇改

由學校辦理健保」等文字，讓健保的投保作法

上保有操作彈性。

4. 身心障礙者和原住民定額僱用方面

2015年9月25日勞動部的函釋免除「勞僱
型」學生校內兼任助理納計身心障礙定額僱用

母數的範圍，其實呼應「微量工作者」不必納

入身心障礙定額僱用母數的範圍之概念。但

於2016年5月10日公告廢除該函釋。故根本作
法，宜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和原住民族

權益保障法中，定額僱用的員工人數母數之計

算，排除納計學生校內兼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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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explore the regulations and reactive measures with respect to students 
working part-time on campus in the U.S., the U.K.,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methods adopted include literature review,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 symposia. Major 
findings are the following:

Prior to 16 June 2015, regulations on students working part-time on campus in Taiwan was 
similar to South Korea’s (not defined as workers), only individual cases may be judged as workers 
and then are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n Labor Insurance. Starting from 17 June 2015, students working 
part-time on campus who are defined as employee need to follow the regulations of Labor Insurance,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two-track (stipend vs. salaries & wages) system in the U.S., but is different 
from the U.K. (which excludes mini-job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Basic State Pension), Japan (which 
excludes mini-job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Germany (which allows 
mini-job workers to apply for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Pension Insurance). 

Some reactive measures have been adopted by colleges to alleviate disputes. For example, define 
employment and nonemployment positions, restrict one employment position for students and reduce 
employment positions.

Finally,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with respect to students working part-time on campus, special 
treatment of mini- job workers can be adopted either in the University Act or in the Labor Insuranc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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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社企為例

劉維琪
1
　謝玲芬

2
　侯玉松

3
　趙瑀

1
　王張煒

4
　黃春長

5
　鄭淑芳

5
　林正挺

5

1　
中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2　
中華大學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

3　
中華大學生物資訊學系

4　
中華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

5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摘要

社會企業的特色在於：1. 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讓社會價值遠在盈餘及股東利益之上；

2. 社會企業以創新為基礎，尋找嶄新的經營模式，自給自足是社會企業有別於傳統公益組織的

基準。

众社企致力於推動友善城市，其企業核心目標有(1)推動無障礙環境與服務的發展；(2)推

動身障者尊嚴就業。導入科技創新方式，藉由愛的特派員進行餐廳訪查，將所蒐集的資料由

APP送到雲端，再由身障者管理雲端資料，然後再更新APP資料，形成完整的工作鏈。众社企

致力於僱用身障者為全民蒐集有關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的友善服務與無障礙資訊，並透過APP

將這些資訊免費提供給大眾。

本研究藉由深度訪談，以众社企為探討個案，訪談對象包括創辦人、員工、愛的特派員、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生活促進協會秘書長、協會理事、創投公司、會計師、友善餐廳業者、及友

善系列APP用戶，深入了解众社企的科技創新及營運方式，進而應用解方經濟理論來推導其策

略營運模式，以供未來欲創立社會企業之青年、現行社會企業業者做為參考。

關鍵字： 社會企業、營運模式、众社企

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7 月 26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接受。 
通訊作者：謝玲芬，中華大學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30012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707號， 
電子郵件信箱： a091126215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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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無障礙友善資源的資訊引導服務是城市的

公共建設，因為目前做不到全面無障礙環境，

就需要告訴別人何處無障礙，众社企所建置的

友善APP與資訊服務模式將形成規格和典範，
希望成為各大智慧城市共通的服務標準。

众社企第一年辛苦的用相機、word、GPS
定位等等，半年後共訓練了10位身障者，完成
50家餐廳的訪查，最後設計出了一個APP，這
個概念在當時就獲得很大的迴響。最特別的是

是不只身障者，還有媽媽使用嬰兒車帶小孩出

門、老人家出門都很需要知道無障礙停車、廁

所…等等資訊。众社企到第二年就開發了新的

APP，大受好評！不管是店家、使用者或身障
者都做了社會參與，所以众社企實現了第一件

事，就是社會價值，在社會上開始有影響力。

众社企開發一個讓愛的特派員去調查餐

廳時使用的APP，解決了第一年需要用電腦、
GPS、WORD還要拍照等問題，現在只要有手
機使用APP，愛的特派員可以拍照、錄音，最
後電腦會幫他算好這家餐廳合格與不合格處，

大幅降低他們的工作流程，這是一個作為科技

的輔具的創新，幫助身障者就業。

众社企從第一年的50家餐廳調查，到第二
年半年就做了500家餐廳，並且訓練了20位的
特派員，APP也因此改版成為「台北友善好餐
廳APP」。

在第三年（2014年），台北市政府也看到
台北友善好餐廳APP，展開众社企跟台北市政

府合作推動「友善台北好餐廳標章」，正式成

為众社企的營運模式。因無障礙餐廳認證關係

到安全跟無障礙的服務跟環境，愛的特派員訪

查餐廳的結果就變得很重要，所以每年都應該

要重新被審核。無形中就替身障者準備好他的

工作工具及工作機會。

本文以推動友善城市之众社企為探討個

案，众社企長年致力於推動友善城市，除了推

動無障礙環境與服務的發展；更導入科技創新

方式，推動身障者尊嚴就業。本研究除專訪众

社企創辦人外，亦專訪众社企的利益關係人，

從不同角度探討众社企個案，了解众社企之社

會創新、社會影響力，並應用解方經濟模式為

基礎，分析其營運模式，以供未來欲創立社會

企業之青年或現行社會企業業者做為參考，為

本文之研究目的。

國外數位公益社會企業探討

1. 包裹共乘App - Roadie[1]

在路上，許多汽車的後座與行李箱有閒

置空間，Marc Gorlin新創公司設計一款App-
Roadie[1]，將有送貨需求的人與順路的駕駛聯
結起來，運用順路車輛空間運送貨物，使用者

可以應用這款App，查詢是否有順路司機，當
雙方對於運輸費用達成共識後，就由順路司機

負責將貨物運送到目的地。對於送貨需求者而

言，省去貨物包裝與物流轉運顛簸；對於駕駛

而言，順路載貨可以補貼油錢，也減少空車運

行的空氣污染。Roadie公司具司機審查機制，
還替貨品投保，金額最高達1,500萬元，提供貨
物運送保障。

2. 讓聽障者直接講電話的App - RogerVoice[2]

RogerVoice App結合電話與語音辨識技
術，幫助聽障使用者將發話端的語音即時轉化

為文字，顯示在手機上，使得聽障者可以得知

來電者的音訊內容，達到雙方即時對談的講電

話效果[2]。2014年RogerVoice App在推出前，
在Kickstarter群眾募資平台上募集了35,000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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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目前已經推出英語與法語版App，未來將
向用戶每月9.99歐元費用，以維持公司運作。

3. 米蘭世博中五大新創解決「吃」的問題[3]

(1) S-Change Food：隨時、隨地找到即期品的
交換夥伴

S-Change Food是一個提供即期品交
換的虛擬食品室。操作方式只需拍照上

傳到平台，輸入必要的賞味期限、特性等

資訊，該食品的位置就會出現在城市地圖

上，讓有興趣的人可以私下聯繫面交。

(2) Bring the food：餐廳剩食分享
App Bring the food App由義大利特倫

托的團隊Aaron Ciaghi和Kessler基金會的
Peter Mills共同打造，由食物銀行對餐廳
剩食來源與衛生把關，他們蒐羅來自酒

吧、餐館和學校小吃部的剩食，提供給有

需要的人。

(3) Last Minute Under House：剩食分享App
來自都靈的Last Minute Under House

新創App，讓你即時登錄想分享的剩食，
透過與超市、企業、政府機關和大學合

作，回收即期的食物或是剩食，經過檢查

無虞後，轉送給需要的人們。

(4) Breading：麵包分享
Breading App瞄準各個麵包店和酒吧

內賣不完的剩食，讓分送剩食的組織打包

帶走。這個App贏得義大利貝加莫城創業
大賞，也獲得農業部青睞，推薦為2015世
博團隊，並提供減稅優惠給參與捐贈剩食

的烘培坊。

(5) Ratatouille：虛擬冰箱
Ratatouille App邀請大家分享自己的

「虛擬冰箱」，還可以回報家裡食物的到期

日，並透過定位功能讓使用者互通有無。

4. 識別手語、翻譯口語的平板電腦—UNI[4]

由MotionSavvy公司開發的平板電腦UNI，
透過體感控制器Leap Motion，可以識別手語，
依據資料庫翻譯為語音，替聾啞人士說出訊息

[4]。MotionSavvy於2014年透過Indiegogo群眾
募資進行軟體開發，平板電腦UNI預售價一台
美金799元，預計在2016年夏季正式推出。

5. 用手機遊戲號召為地球種樹—Tree Planet[5]

Kim Hyung Soo創辦Tree Planet公司，設計
手機遊戲吸引玩家使用，再透過遊戲畫面宣傳

企業環保形象，拉攏企業合作贊助，並向企業

收費，獲得資金購買樹苗與雇用人力植樹[5]。
Tree Planet遊戲以樹木為主題，延伸成多元遊
戲型態，例如：樹木寶寶養成或保衛樹木的塔

防遊戲。場景結合現實環保議題，包括蒙古沙

漠化、泰國水災、首爾都市綠化等議題，並且

告訴玩家完成關卡，就會在此場景地點種下樹

苗。目前Tree Planet擁有90萬位玩家，在13個國
家種下50萬棵樹，獲得Hanhwa、Double A等知名
企業參與廣告，預估創造1,200萬美元的價值。

6. 公益結合遊戲—WeTopia[6]

SoJo Studios公司在2010年5月推出WeTopia
的臉書社交遊戲，類似開心農場，玩家蓋房子

和生產作物擴建家園，在過程中獲得喜悅的虛

擬點數，是影響玩家能否升級的關鍵，玩家必

須捐贈喜悅給現實生活裡的非營利組織，一旦

玩家捐贈的喜悅到達門檻，SoJo Studios會捐錢
給該組織。這款遊戲吸引美國著名節目主持人

艾倫(Ellen Degeneres)投資800萬美元，並且在
節目大力宣傳。後來連偶像歌手小賈斯汀Justin 
Bieber也成為投資成員。SoJo Studios規定公司
廣告收入和販賣臉書遊戲點數50%的淨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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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捐贈非營利組織的基金。

7. 美國社會企業地圖App - Social Impact App[7]

Social Impact App推出於2012年7月，是
一個免費的手機應用程式，它結合GPS定位功
能，協助使用者找到鄰近的美國社會企業商

店，例如餐廳、咖啡店和手工藝品店等等。目

前以美國主要的社會企業聯合組織，例如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Green Restaurant Association
和B Corporation所認證的商家為主。

Social Impact希望協助具有社會關懷的消費
者找到社會企業商店，以便投入改變世界的行

動，目前App已經羅列1,600多家社會企業商店。

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研究藉由深度訪談，深入了解众社企的

科技創新及營運方式，在進行深度訪談前，除

了創辦人林崇偉教授外，本研究首先規劃众社

企訪談之利益關係人，包括：众社企之共同創

辦人、台灣智慧生活科技促進協會秘書長及理

事、創投公司代表、社會企業會計師、通過餐

廳認證之業者代表、友善好餐廳APP使用者、
及愛的特派員，希望藉由深度訪談，全方位深

入了解其營運之道及曾遭遇的困境。

本研究亦應用Eggers and Macmillan[8]於
2013年提出之解方經濟(Solution Economy)理論
為基礎，推導众社企之策略營運模式。「解方

經濟」具備基本的科技知識以及全新的商業模

式，是一個全新的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式，其具

備六項重要要素，包括：解決問題的夥伴、科

技之破壞與創新、規模化的商業模式、新型態

的信任機制、價值的交換與策略聯盟及解決方

案的生態系統，其彼此間之關係如圖1。

圖1　解方經濟六大要素關係圖
 (Eggers and Macmillan, 2013)[1]

1. 解決問題的夥伴：

解決問題的夥伴是一群非政府的貢獻者，

為了解決當前社會的需求，引入了前所未有的

資源、多功能性和創造力。許多貢獻者著眼在

「解方經濟」彼此間的關聯，以期帶來更偉大

的變革。

2. 科技之破壞與創新

科技的破壞與創新能夠針對巨大的挑戰動

用大量的資源。在科技持續發展，同時收斂到

一個以服務為本位的混合模式時，所花費的成

本將比傳統的方式少上許多。目前常見的應用

包括：行動科技、社群媒體、雲端運算。

3. 規模化的商業模式

經營社會企業所需要的創新商業模式需

求，與一般營利企業所要花的心力，可說是

有過之而無不及。創新的商業模式提供了「解

方經濟」的基礎，導入社群和經濟之間的關

係以及知識分子分享的機會。運用科技的協助

來打破彼此之間的交換條件，以解決長久以來

積習甚深的社會問題，並且快速地得到較佳的

結果。規模化的商業模式的類型包括：連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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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平台、免費增值、全民外包。

藉由創新模式的導入，再加入成功的關

鍵，包括：(1)運用有創意的應用科技，進一步
地以嶄新的方式來解決積習已久的社會問題；

(2)擴大經濟模式，讓可以接觸到的對象越多越
好；(3)讓出資者追蹤和學習組織的運作和效
能，提高商業模式運作的透明度，才能得到更

好的社會成果。

4. 新型態的信任機制

社會企業必須全盤性地重新思考與建立新

型態的信任機制。新型態的信任機制包括：信

用點數、社會衝擊、人民資本、資料及名聲。

其中社會衝擊通常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難

衡量的部分，例如教育改善程度或是預防疾病

的數目。越是將價值予以量化，就越可以吸引

並交換更多的資源，用來解決社會的問題。

5. 價值的交換與策略聯盟

「解方經濟」裡具有衝擊力的信任機制正

在以各種不同的新奇方式交換中。藉由網路的

力量，這些交換引領著公共價值，集合了各式

各樣的資本型式，並投入於各類型的社會問題

上，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解決社會問題為主。

常見的價值交換與策略聯盟有：(1)直接連結買
方與賣方的雙邊市場；(2)將社會企業家與具有
社會意識的人民結合在一起的群眾集資平台，

以平台進行資本募集的工作；(3)在資本市場投
資讓具有社會意識的企業因此受惠，同時自己

也可以得到回報，稱之為具有影響力的交換。

6. 解決方案的生態系統

解方經濟的最後一項要素就是解決方案的

生態系統，也就是整合所有資源，專注地解決

某一特定問題。例如：一個生態系統是藉由科

技的進化和新型態的商業模式，產出創新的解

決方案。舉例來說，遠距離教學的模式如今已

快速地改變學習的方式以及學習的對象。

個案分析─ 社企

众社企運用科技希望將「友善」的理念傳

遞得更深、更遠，喚起更多人重視高齡與平權

社會裡極為重要的無障礙友善服務資訊。

創辦人林崇偉教授秉持「一個人，有夢

想；兩個人，有夥伴；三個人，挺身而出，就

有力量」的理念，其創業理念是由生活出發，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友善環境的問題也顯

得更重要，众社企邀請身心障礙朋友提供客觀

意見，並專注在「友善」的建立，服務對象涵

蓋所有處於不方便、障礙情境的公民，包含身

障人士、老人、孕婦等，希望他們在過程中獲

得平等與尊重，更將友善生活化、普及化。

众社企有二個企業核心目標就是(1)推動無
障礙環境與服務的發展，包含硬體與軟體。(2)
推動身障者尊嚴就業。藉由餐廳調查、APP、
與雲端服務，就形成完整的工作鏈：前端調查

餐廳，資料由APP送到雲端，再由身障者管理
雲端資料，然後再更新APP資料，透過這樣的
系統，讓身障者產生行動力。众社企致力於僱

用身障者為全民蒐集有關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

的友善服務與無障礙資訊，並透過APP將資訊
免費提供給社會大眾。

民以食為天，為推動無障礙環境，由無

障礙友善餐廳開始，並與台北市政府共同頒發

「友善餐廳認證標章」，推動之「友善台北好

餐廳認證標章」，其內容包含：(1)無障礙環境
與友善服務教育訓練課程基本時數；(2)愛的特
派員現場實查與友善服務諮詢；(3)收錄於APP
與年度發行「友善（台北好餐廳）指南」；(4)
其他廣宣與曝光等。並藉此強化與店家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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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推動餐廳開始一同參與社會行動。

众社企在2014年1月13日正式成立，众社

企團隊有二個單位，一個是众社企股份有限公

司、另一個是社團法人台灣智慧生活促進協

會，這也反映了台灣社會企業營運的艱困處。

众社企與協會有分工合作、共創共生的合作關

係。众社企在公司章程中寫明了30%的盈餘投
入推動無障礙環境與服務的發展與推動身障者

尊嚴就業，由於众社企是資訊公司，負責承接

各城市的案子，再委託給協會去做，這些身障

者就有收入，創造協力的機制。众社企直接委

案給協會，讓協會訓練身障者具備無障礙環境

的知識，協助众社企完成無障礙餐廳、旅館、

哺乳室、旅遊等各種友善資訊的調查，這對身

障者、協會與众社企就展開了一種很正面的循

環。因為公益公司法還沒通過，還有社會上對

前進的社會企業還欠缺足夠的認同和瞭解，無

法達到更多元和彈性參與的方式，目前只能用

這種方式來做。

以下將針對社會創新、社會影響力、營運

模式、利益關係人之想法及營運成果進行探討。

1. 社會創新

众社企團隊從服務科學的角度出發，執

行結合科技應用、服務設計與社會創新的行

動，這是「社會創新與社會設計」的概念。

众社企招募身心障礙朋友，學習專業科技工

具，研討無障礙的環境與服務情境，取得「愛

的特派員」證書。众社企讓愛的特派員與餐廳

員工做朋友，也達到了教育餐廳員工的功用，

強化他們服務身障者的知識，愛的特派員因此

變身成為「知識型的工作者」。因此，众社企

開創出一系列的新的職種：友善環境調查員、

諮詢員、輔導師，這是勞動力創新最為關鍵的

地方。至今众社企已培訓將近150位愛的特派

員，正式聘用10位全職身障者，完成近1,000
家友善餐廳調查，及完成109家餐廳的認證標
章，為其「友善城市、友善社會」的理念更往

前一步。

2. 社會影響力

众社企秉持其友善城市的創業理念初衷，

推動高齡無障礙友善環境資訊服務，並為身障

者創造新職種，由愛的特派員教導業務員友善

情境，瞭解高齡與行動不便者的服務需求，提

升服務品質；整個的城市友善雲服務平台，從

調查工具、到管理後台與民眾所使用的APP也
已跨國授權給其他的城市，众社企已經跟香港

的身障團體合作，一起建立了友善香港好餐廳

APP，服務港台民眾。還要做友善馬尼拉、友
善吉隆坡，众社會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是雲端

技術與資訊應用服務，將軟體tool授權給國外
身障團體、機構，大家能一起來做。身障者可

以自立的全面無障礙生活，友善環境與友善服

務就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众社企成功將台灣推動高齡無障礙友善環

境資訊服務，以及身障尊嚴就業的創新理念推

廣至國際上，目前已推廣至馬尼拉、吉隆坡、

香港…等國家。众社企經營至今，除了獲得經

濟部雲端創意競賽金企鵝APP、行政院科技會
報臺灣百大社會創新獎…等國內外多項科技創

新與創業大獎外，众社企的共同創辦人黃孟淳

及周涵更於今年榮獲卡地亞靈思湧動女性創業

家獎。黃孟淳及周涵今年從全球100個國家和
地區的1,900多個女性創業項目參與評選中脫穎
而出，最終獲選的6個項目分別來自智利、加
拿大、愛爾蘭、阿聯酋、尼日和台灣，众社企

以科技創建友善的無障礙環境，將台灣推向國

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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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模式

一種新型態的經濟已在傳統上公私部門

間崛起，想要在追求企業營收的同時也傳遞

社會良善。此種經濟模式以經營「社會成果」

(Social outcomes)有關的生意，其中用來交易的
「貨幣」包括公開的數據資料、聲譽及社會影

響力。Eggers and Macmillan(2013)認為「解方
經濟」是一個社會問題的全新解決方式，這套

解決模式具備基本的科技知識以及全新的商業

模式，且適合運用於各種產業。更進一步的，

這些解決問題的人不僅具備能力，甚至更願意

去接觸以往所沒有人願意接觸的部分，他們可

以從以往未開發過的管道募得資金，同時平衡

運用社會網路以刺激新興市場，解決根深蒂固

的社會問題。要使解方經濟發揮力量，必須具

備六項重要要素，包括：解決問題的夥伴、破

壞與創新的科技、規模化的商業模式、新型態

的信任機制、價值的交換與策略聯盟、及解決

方案的生態系統。本研究根據解方經濟來分析

众社企的營運策略模式如圖2。

众社企是由創辦人林崇偉教授為了解決無

障礙環境的需求，引入了科技技術的資源，同

時為身障者的尊嚴就業，帶來更大的變革。社

團法人台灣智慧生活促進協會扮演勞動力創新

的角色，協助培訓身障者學習專業科技工具，

研討無障礙的環境與服務情境，使之成為愛的

特派員，變身成為「知識型的工作者」，具有

友善環境調查員、諮詢員、輔導師等多元身分

及專長。華揚創投看中众社企團隊年輕、熱

情、做好事，用企業的形式在快速擴張，同時

運用雲端科技，製造身障者的工作機會，又具

有社會影響力，為了追求特定的社會回饋而投

入資源。

在破壞與創新的科技方面，众社企致力於

打造城市智慧友善雲！一項「處於障礙情境公

民」的創新社會企業行動計畫，營造「處於障

圖2　社會企業成功營運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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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情境公民」的創新智慧生活行動服務。藉由

餐廳調查、APP設計、與雲端服務，形成完整
的工作鏈：前端調查餐廳，資料由APP送到雲
端，再由身障者管理雲端資料。同時，運用社

群平台的資訊傳播，讓友善台灣的理念能傳播

到全世界。

在規模化的商業模式方面，众社企除了

接受企業與公部門的專業資訊服務委託案，在

2014年和台北市政府社會局開始推動「無障礙
友善餐廳認證標章」，認證標章不是永久有

效，需要每年更新，众社企就會向認證餐廳收

取費用，但也提供餐廳員工無障礙環境服務課

程訓練、愛的特派員查訪餐廳並提供諮詢之服

務內容，讓餐廳提供更好的環境與服務，這開

創出一種用溫柔的方式來改變社會的可能。

在新型態的信任關係方面，众社企團隊合

作設計友善台灣系列專業APP，並與台北市政
府合作推廣友善餐廳認證標章，提供餐廳員工

訓練、業者諮詢與餐廳客製化專案。愛的特派

員會親自體驗餐廳的無障礙設施並做成記錄，

讓社會大眾能在APP中查詢到真正友善無障礙
的環境與設施，而餐廳、交通、醫療業者也能

重視無障礙環境，信任愛的特派員的專業諮詢

與意見，改善目前的設施以提供真正無障礙的

服務。

在價值的交換與策略聯盟方面，众社企

與社團法人台灣智慧生活促進協會合作，众社

企負責承接各城市的案子，再委託給台灣智慧

生活促進協會去訓練身障者，至今共培訓150
位愛的特派員，讓身障者具備無障礙環境的知

識，協助众社企完成無障礙服務科技的研發，

包括完成無障礙餐廳、旅館、哺乳室、旅遊等

各種友善資訊的調查，這對身障者、台灣智慧

生活促進協會與众社企就展開了一種策略聯盟

的機制。

最後，在解決方案的生態系統方面，众社

企與社團法人台灣智慧生活促進協會有共同的

目標就是(1)推動無障礙環境與服務的發展；(2)
推動身障者尊嚴就業。由众社企接專案委託協

會，再由協會負責訓練愛的特派員，他們共同

為身障者創造友善環境調查員、餐廳諮詢員、

輔導師、講師（出國培訓國外愛的特派員）等

新職種，同時推動友善餐廳認證標章、設計友

善系列APP（包含友善台北好餐廳、友善台北
好捷運、友善新竹好餐廳、友善新竹小兒科、

友善新竹哺乳室等）之無障礙資訊。

众社企從起步到公司成立，身障者是众

社企服務的核心，众社企持續深入瞭解身障者

的服務需求，還有身障者對友善環境的期望，

建立彼此信任關係，與愛的特派員攜手推動友

善環境的發展。此外，众社企經營的瓶頸有四

方面，包括：一是怎麼逐步說服客戶與外界理

解這樣的觀念；二是改變身障團體對於身障就

業的想法；三是改變身障者對於自己的想法；

四是改變同仁對於身障者共事的想法。在众社

企，林崇偉教授希望讓每一位同仁都能理解，

必須要要花很多心力在此，身為「社會企業的

創業者」，每一位同仁都要概括承受，更要勇

於承擔。所以众社企經營的困難點也在推動整

體社會對友善的同理心，如何跟愛的特派員一

起以溫和與友誼的橋樑，連結餐廳配合，喚起

社會大眾的關注，是众社企最大的挑戰。

4. 利益關係人之想法

本研究訪談众社企之利益關係人包括：众

社企對外唯一共同創辦人、台灣智慧生活科技

促進協會秘書長及理事、創投公司代表、社會

企業會計師、通過餐廳認證之業者代表、友善

好餐廳APP使用者、及愛的特派員，希望藉由深
度訪談，訪談重點包括創業的動機（解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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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自給自足、追求夢想）、具體社會產品

或服務方式、是否重視某特定社會問題、如何

吸引優秀人才認同社會企業理念並參與等，期

全方位深入了解其營運之道及曾遭遇的困境。

众社企共同創辦人黃孟淳提到，「一個

健康的城市，不該只服務百分之八十的人」，

众社企的眼光看的更加遠大，除了每一個人都

可能會因為受傷或懷孕育兒而進入障礙情境；

台灣即將要邁入高齡化社會，行動環境的便利

與否絕對是每個公民都要面對的挑戰。而藉由

身心障礙朋友的觀點，更是可以發掘許多細微

卻寶貴的友善環境條件。硬體上，店家的入口

空間、店內走道、桌子邊角是否銳利、桌下方

的容納空間甚至是廁所設計，都是行動便利的

考量條件；軟體層面，店家是否願意提供更彈

性貼心的服務，影響著消費者對友善環境的感

受，身心障礙朋友的不方便，反將善的力量最

大化。

台灣智慧生活科技促進協會訓練愛的特派

員調查的技能，協助模擬各種情境的服務，透

過APP幫助有需要的民眾搜尋最近的一個捷運
站的無障礙電梯，並提供無障礙廁所、購票、

低地板公車…等等的資訊。協會邱理事也曾是

愛的特派員的一員，又兼具街頭藝人身分，其

平日則是在科技業擔任資深高級工程師。由於

認同众社企與協會對於推動無障礙環境及友善

城市的理念，如今邱先生從愛的特派員的身分

轉變為台灣智慧生活科技促進協會的理事，開

始發揮其專長，在協會開班教授烏克麗麗。因

為他認為身障者學習烏克麗麗，不僅可放鬆紓

壓，同時練習彈奏烏克麗麗也是身障者練習手

部運動的一項健身活動，又是身障朋友的一項

新專長。

本研究專訪兩位愛的特派員（林先生、

彭先生），他們非常認同众社企的理念，不僅

是一份對社會有意義的工作，又能有工作上的

成就感，尤其是在友善餐廳環境的調查中，學

會如何用科技的工具及方式，只需要攜帶一台

pad就可以輸入資料並將調查結果上傳（改善
以往需攜帶GPS、相機、筆記本等），同時也
學會如何去報導友善餐廳。他們認為众社企除

了給他們一份工作，也開啟了他們生命的另一

項發展。

考量社會企業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營運初

衷，在財務部分勢必較一般企業艱困，本研究

專訪一位KPMG的社會企業團隊會計師，吳會
計師認為社會企業本身要用一個大家能夠互利

的思維，除了自己賺錢，整個供應鏈的成員一

起來賺錢，然後能夠好好照顧員工、顧客，希

望大家能夠正向方向去思考，才能夠達到共利

的目標。

針對社會企業創業期在財務與永續經營

的議題上，吳會計師認為社會企業要兼具企業

營運、公益、理想性，需要很坦誠面對企業怎

麼生存下去這個問題。因為外界的溝通也是社

會企業必須要具備的能力。以現在的氛圍，蠻

多的人願意幫助社會企業，政府也有國發基

金，但是社會企業應該如何才能獲得關注並取

得資源？她建議社會企業業者應該調整自己的

態度，除了堅持原本的創業初衷及公益性，還

要嘗試學會溝通，因此若社會企業無法讓別人

（創投、投資者）了解，不僅無法取得創投公

司或投資者的認同，就無法取得資源，甚至無

法引優秀的人才進入團隊一起打拼。

創投考量及判斷的原則均是「投資這個

標的有沒有投資效益」，若對社會企業投資效

益則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財務上的投資效

益」，另一個是「社會價值（公益）上面的投

資效益」，評估該團隊有沒有能力做到原本想

要做的事情，包括：團隊執行力、是否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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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營利及解決社會問題、產品、服務、營運

模式、績效管理的重視程度。因為社會企業有

兩個目的，既要賺錢又要做公益，所以社會企

業的營運效率要很高、執行力要很好，尤其要

注重管理，管理是要靠數據等相關資訊，而且

這個資訊必須要有系統進行管理，要能提供正

確透明的財務資訊。

至於社會企業團隊在挑選投資人時，當然

跟一般企業也一樣，除了經營理念要契合，事

先的溝通也很重要，包括目前公司的產品或服

務、營運模式、公司長期願景均須事先談妥，

當然社會企業團隊也必須信守承諾做到募資時

設定的目標。在社會企業登上創櫃板的部分，

申請創櫃對公司的營運、規模、獲利沒有特殊

要求，只審查三項條件：一、公司的產品或服

務是否具創意，創櫃的意思就是創意櫃檯，希

望台灣也能夠多一些創意發想來帶動台灣產業

結構的改變或是升級；二、創意是否具發展的

價值，及公司有沒有獲利能力；三、公司團隊

是不是誠信正直地經營，除了對人的觀察，還

會訪談蒐集資料去確認「帳必須要是對的」，

因為如果帳務是不對的，遑論跟股東談誠信正

直。

5. 營運成果

在財務部分，众社企的營運資金完全來

自創辦人林崇偉教授個人的捐助，他把众社

會企業當作是個人的志業。众社企是專業的資

訊服務公司，接受客戶委託案件，是主要收

入之一；目前众社企並沒有向列在APP內的餐
廳收費，也沒有收取任何廣告費用，另與台北

市政府社會局共同推動「無障礙友善餐廳認證

標章」，認證標章不是永久有效，需要每年更

新，众社企會向認證餐廳收取年費，是主要收

入之二。众社企目前確認2015年至少有100家

參加認證標章更新的餐廳，未來會逐年增加認

證規範數，讓餐廳提供更好的環境與服務，這

開創出一種用溫柔的方式來改變社會的可能。

在資源網絡部分，众社企致力於僱用身障

者為全民蒐集有關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的友善

服務與無障礙資訊，並透過APP將這些資訊免
費提供給大眾。众社企正式聘用10位全職身障
者，其發展的「友善台北好餐廳APP」，已完
成近1,000家友善餐廳調查，與台北市政府共同
頒發「友善餐廳認證標章」，更串連國外社福

團體與APEC推出「友善香港／吉隆坡好餐廳
APP」，成功將台灣推動高齡無障礙友善環境資
訊服務，以及身障就業創新的理念推至國際。

在推動社會企業過程中，林崇偉教授認

為社會企業應該要跟同業和異業建立起跨界和

跨域的生態體系，因此众社企與政府部門、企

業、非營利組織、及社會企業均有合作。例如

众社企和多扶是理念一致的好伙伴，众社企和

多扶是做不同的事情，多扶一開始做接送，現

在跨足旅遊；众社企現在做友善餐廳調查，以

後會做旅館，有了餐廳和旅館調查資料後，未

來可以結合旅遊，众社企就像是多扶的資訊服

務提供商。另外，众社企在友善台北好餐廳的

APP中，有接送的相關服務，就可以向多扶訂
車。無障礙旅遊是世界趨勢，與多扶聯盟可以

共同推動無障礙環境與服務的發展。

众社企為身障者創造新職種，可以是調查

員、訓練師、講師、輔導師。推動無障礙旅遊

之後，身障者可以擔任導遊、領隊。無障礙旅

遊除了可以讓身障者帶團之外，也需要正常人

協助，隨著無障礙旅遊市場的發展，未來也會

需要更多正常人協助，這個市場會很大，可以

鼓勵大學的年輕學子投入，因為既有的旅遊市

場已經飽和，需要開發利基市場，從資訊服務

推出產品服務，到實際執行，众社企為身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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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一條新路。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社會企業的深度訪談，舉辦跨

領域專家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包括社會企業

創辦人、會計師、非營利組織理事長、從事社

會企業相關研究之學者。各專家學者分享之實

務經驗及寶貴的意見，大致歸納為財務面、社

會面、法規面及資源挹注，茲說明如下：

1. 財務面

社會企業要順利地永續經營，需要面對

比一般企業更多的挑戰，所以，不僅要有創

新的產品、技術或服務，還要有創新的營運模

式，甚至是跨界的策略合作，以發展不同的契

機並同步解決社會問題。众社企已具有創新的

特質，後續的技術發展仍須仰賴高度的執行能

力、經營團隊的合作、公司治理單位（董、監

事）與大家有共同與一致的理念，才能更蓬勃

發展。

社會企業要很重視管理，包含營運面（清

楚公司資源，如何做最佳配置，才能找出獲利

的關鍵，資源能有效地聚焦在最能獲利的部

分）及財務管理能力。現在有很多外部專家願

意支助社會企業，但是最好能夠建立一個正式

的合約合作關係，講求制度化，合約金額大小

不重要，重要的是社會企業有權力，而投資方

有義務。以众社會企業而言，接受華揚的投資

時，華揚當時有承諾服務與訓練，協助众社會

企業做一個包裝輸出國外。

2. 社會面

過於高度強調無障礙的時候，就表示周圍

都是障礙，急需消除障礙的存在。周遭碰到的

障礙大都來自於公眾障礙與環境設計，但是以

往都是考慮在人的身上的障礙，所以應該從公

眾角度上來思考並教育。

3. 法規面

社會企業的專法之修訂內容會影響到新創

的社會企業的公司章程與制度。後續社會企業

的專法修正後將會是一體適用，對後續成立社

會企業者都會受到影響，這可能是後續研究社

會企業要考慮到的部分。

4. 資源挹注方面

在營運策略上，众社企比較沒有凸顯在

學校部分的運用，當初很多的過程是在交大加

速器，那政府的資源跟學校的資源是如何去挹

注？未來可以提供給學生，一個輔導或是養成

的一條路作參考。以众社企而言，是從智慧生

活計畫衍生出來的，當時確實累積人才與技術

的能量，才有辦法創立众社企的部分，可以當

作未來學校做衍生企業的模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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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茶葉製造業者安全衛生評估研究― 
以南投縣茶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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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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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摘要

茶農自營作業有製茶廠製茶、採茶、使用農耕機具，或被聘僱做不定期噴灑農藥及除草

等，尤其從事相關農業工作者，對於安全衛生相關的觀念的不足，造成製茶、採茶及使用農耕機

具過程中發生切、割、捲、夾及人因工程等職業傷害。本研究以問卷的方式，實地調查南投縣的

四個鄉鎮市（南投市、名間鄉、竹山鎮及鹿谷鄉），探討各自營茶農對於安全衛生相關之認知情

形，問卷在作業安全衛生認知問題共區分為安全規範（相關法律規定）、工作環境安全、教育訓

練、安全衛生認知等4個數量變項分析，並探討在性別上運用t-檢定及工作經驗、身分、教育程

度、居住地區運用變異數分析。本研究之問卷結果，利用SPSS統計軟體程式的整體問卷信度為

0.807，為可信賴的範圍。

本研究以從事茶業工作經驗、身份、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居住地區進行分析。在分類

變項利用變異數分析中，研究結果在教育訓練方面的安全規範中高中職與專科大學有顯著的差

異，表示專科大學對於安全規範認知比高中職來得好。在工作環境中，高中職與專科大學有顯著

的差異，表示高中職對於工作環境比專科大學在認知上來得好。在居住地區問項安全規範中，名

間鄉與鹿谷鄉有顯著的差異，表示鹿谷鄉對於安全規範比名間鄉在認知上來得好。在教育訓練

中，名間鄉與鹿谷鄉有顯著的差異，表示鹿谷鄉對於教育訓練比名間鄉在認知上來得好。

關鍵字： 茶農安全認知、茶農工作分析、自營作業

民國 104 年 12 月 17 日投稿，民國 105 年 5 月 23 日修改，民國 105 年 11 月 3 日接受。 
通訊作者：張銘坤，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64002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123號， 
電子郵件信箱：changmk@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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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1. 茶業作業者潛在危害

茶葉種植生長到採收往往要經歷慢長的程

序，從整地、種植茶苗、噴水、施肥、除草、

噴灑農藥等這其中有許多潛在危害的存在，而

就以茶葉要採收時通常會以人工採收或機械採

收等方式，而在採收完成後要經過一連串的加

工製造，會使用到一些機械器具，所以在這其

中可能會有物理性危害、化學性危害、生物性

危害、人因工程危害及交通事故等危害。[1-8]

2.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如下：

(1)透過工作安全分析了解茶業潛在危害。
(2)了解茶農安全衛生認知現況。
(3)依相關規範提出茶農防災重點。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設計分析。

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探討茶農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法及

自營作業者相關作業安全的認知程度，針對南

投縣的 4 個鄉鎮（南投市、名間鄉、竹山鎮、
鹿谷鄉），利用設計之問卷進行調查研究分

析。

2. 問卷調查法

研究數據透過問卷調查取得比較方便的

作法，但是，問卷調查也會被誤用，在實施調

查工作的抽樣及調查方式，其表達的方式都有

可能影響到問卷調查的結果，在問卷設計時，

其依據研究的目的，應能夠實際反應調查之目

的，避免被受訪者誤解而錯誤回答，就可能造

成結果的偏差。

(1) 問卷調查表內容
個人基本資料：包括從事茶業工作經驗、身

份、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區等六項。

(2) 問卷之實施
問卷調查計發出問卷172份，共回收151

份，回收率88%，除去填答不完全之無效問卷
計有21份，共得有效問卷130份，有效問卷比
率為86%。
(3) 資料整理與分析

問卷回收後，先檢視問卷回答情況，並將

任意回答、缺漏或空白等無效問項惕除，就有

效問卷編碼後以EXCEL鍵檔，以SPSS 21統計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A. 次數分配與百分比
茶農作業人員個人背景資料中之從事茶

業工作經驗、身份（自有土地自營業者、承租

土地自營業者、雇主、受僱員工）、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區等六項變類別變項，

及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他相關認知評估資料

中之是否知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為勞動

部、103年7月3日正式將自營作業者相關規範
納入職業安全衛生法、是否參與過職業安全衛

生法相關宣導或教育訓練活動、是否在製茶工

作中曾經受過傷、是否有請領過製茶工會職災

保險等五項，以次數分配與百分比方式統計析

分佈。

B.  信度分析
針對職業災害之防止等10個題目、作業安

全衛生認知等 6 個題目，在二大項16個題目中
以五等級問卷法，以作業安全衛生認知問項之

結果進行信度分析，以瞭解問卷設計狀況，信

度分析有下例兩種情況：

(A) 信度分析判斷問卷試題間的符合性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6年6月　第25卷第2期　第120-132頁

122

a.  在相關係數矩陣中判斷：若相關係如果
相當高時，則表示相識題的性質則較為

相近，且可考慮合併。

b.  如刪除試題後，此試題與整體問卷結果
的相關性的判斷，如果係數太低，表示

此試題是與問卷整體較不一致，這時就

可考慮刪除試題了。

c.  刪除一個試題後的 Cronbach's α數可與
整體問卷的Cronbach's α的係數相較作
比較，以判定是否可以刪除該試題。

(B)  問卷整體信度係數，最被推薦使用的信
度係數為Cronbach's α係數。此係數的值
介於0與1之間，其意義為表1所示：

表1　Cronbach's α 的意義
Cronbach's α 意義

0.00~0.30 不可信

0.30~0.50 稍微可信

0.50~0.70 可信

0.70~0.90 很可信

0.90~1.00 極可信

結果與討論

在問卷調查實施調查方面，本研究的母群

體為南投縣裡的四個鄉鎮分別是南投市、名間

鄉、竹山鎮、鹿谷鄉等，針對茶農（自有土地

自營業者、承租土地自營業者、雇主、受僱員

工）進行統計分析，共發放了172份問卷、全
部回收151份，其中21份為無效問卷，計130份
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6%，問卷發放及回收。

1. 茶農作業人員問卷調查基本資料分析

(1)  從事茶業工作經驗
本研究有效樣本中，茶農工作經驗2年以

下有5人，佔3.8%；2~5年有20人，佔15.4%；

5~10有38人，佔29.2%；10年以上有67人，佔
51.5%。
(2)  身分

有效樣本中，茶農自有土地自營業者受訪

有57人，佔43.8%；承租土地自營業者21人，
佔16.2人；雇主21人，佔16.2%；受僱員工31
人，佔23.8%。
(3)  性別

有效樣本中，男性受訪者有56人，佔有效
樣本43.1%；女性受訪者有74人，佔有效樣本
56.9%。
(4)  年齡

有效樣本中，年齡 3 1 ~ 4 0歲 1 3人，佔
10.0%；41~50歲20人，佔15.4%；51~60歲
60人，佔46.2%；60歲以上37人，佔28.5%。
51歲以上茶農作業人員人數佔抽樣人員數的
74.7%。
(5)  教育程度

有效樣本中，在受訪者教育程度國下或以

下有39人，佔30.0%；國中有39人，佔30.0%；
高中職有26人，佔20.0%；專科大學有26人，
佔20.0%。
(6)  居住地區

南投市回收有效問卷人數有6人，佔4.6%；
名間鄉回收有效問卷人數有37人，佔28.5%；竹
山鎮回收有效問卷人數有33人，佔25.4%；鹿谷
鄉回收有效問卷人數有54人，佔41.5%。

2.  茶農作業人員問卷調查對職業安全衛生

法及其他相關認知評估分析

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法

及相關認知瞭解程度上得到的結果如下依序討

論分析：

(1)  是否知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為勞動部
有效樣本中，知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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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勞動部45人，佔34.6%；不知道的有85人，
佔65.4%。
(2)  是否知道103年7月3日正式將自營作業
者相關規範納入職業安全衛生法

有效樣本中，知道103年7月3日正式將自
營作業者相關規範納入職業安全衛生法有17
人，佔13.1%；不知道有113人，佔86.9%。
(3)  是否有參與過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宣導
或教育訓練活動

有效樣本中，有參與過職業安全衛生法相

關宣導或教育訓練活動有47人，佔36.2%；沒
有參與過有83人，佔63.8%。
(4)  是否在製茶工作中曾經受過傷

有效樣本中，有在製茶工作中曾經受過

傷的人有53人，佔49.1%；沒有受過傷的有55
人，佔50.9%。由調查資料顯示，沒有受過傷
的人數多於受過傷的人數，這有可能是因受測

人數沒有那麼多。

(5)  是否有請領過製茶工會職災保險
有效樣本中，有請領過製茶工會職災保險

的15人，佔13.9%；沒有請領過的有93人，佔
86.1%。顯示沒有請領過製茶工會職災保險還
是佔多數。

研究受訪的茶農作業人員多為自營作業

或無一定雇主，有參與過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

宣導或教育訓練活動有38.9%，沒有參與過有
61.1%。

3. 茶農作業人員安全衛生認知之分析

回收問卷中將這16題作業安全衛生認知問
題區分為安全規範（相關法律規定）、工作環

境安全、教育訓練、安全衛生認知等四個數量

變項區分如表2。

表2　安全衛生認知問卷統計表

變項
分類

題
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安
全
規
範
︵
法
律
相
關
規
定
︶

1

揹茶菁造成背部拉傷、腰部挫傷或長
期彎腰製茶造成腰椎受傷，雇主或
自營作業者可以透過訂定標準作業程
序，減少職災的發生。

30 72 28 0 0

2 採茶車超載現象，由警察加強取締可
防止職業災害的發生。

8 32 38 33 19

3

雇主或自營作業者使用之農業機具、
噴灑農藥之馬達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
法相關規定及其他安全措施（例如：
轉軸皮帶應有護罩）。

31 78 21 0 0

4

雇主自營作業者、與茶農於茶園工作期
間，應訂立工作安全守則（包括在茶
園、製茶工廠應遵守的作業規範），並
嚴格遵守與執行。

23 42 65 0 0

5

雇主或自營作業者除加入製茶工會職
災保險外，應為茶農投保人身意外保
險，以確保加強茶農發生工作職災的
保障。

40 74 16 0 0

6 我認為將茶業自營作業者納入職業安
全衛生法可以減少職業災害的發生。

29 70 31 0 0

7
勞動部職安署推動安全衛生在地扎根
計畫，我覺得接受免費的輔導可以多
吸收安全衛生知識。

14 37 62 17 0

工
作
環
境
與
自
身
安
全

8

茶園陡斜、凹凸不平而跌倒雇主應依
職安法規定應保持不使勞工跌倒、滑
倒、踩傷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
之預防措施。

52 59 19 0 0

9

在茶園作業為避免遭狗、蛇及具攻擊
性之動物咬傷，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應
提供或穿著適當之防護具（例如：木
棒、竹條）並確實使用。

35 69 26 0 0

10

雇主、自營作業者與茶農於茶園工作
期間，如遇惡劣天候變化（例如：
大雷雨、地震、洪水等），應即刻停
止，並退避危作業場所。

57 54 19 0 0

11

雇主、自營作業者與茶農於茶園工作
期間，使用相關機械器具，應嚴格遵
守器具使用時機與方式，不可依個人
習慣操作工具機器。（例如：擅自拆
除防護具、護罩）。

27 78 25 0 0

教
育
訓
練

12 採茶刀片、剪茶機割傷是可以透過作業
前的教育與宣導來減少職災的發生。

51 62 17 0 0

13 我覺得雇主或茶業自營作業者應依職
安法規定參與人員急救課程。

28 82 20 0 0

14
我覺得可以透過製茶工會每年舉辦的
會員大會同時實施教育訓練，對於我
的工作安全衛生認知上助益很大。

29 67 34 0 0

安
全
衛
生
認
知

15 我覺得自己有相當程度的安全衛生認
知了。

17 53 59 1 0

16 我覺得長期從事農務工作影響自己的
身體健康

46 56 26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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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茶農作業人員安全衛生認知問卷信度分析

在信度分析中，將130份調查問卷來分析
總體及在16題作業安全衛生認知問題區分為安
全規範（法律相關規定）、工作環境安全、教

育訓練、安全衛生認知等4個數量變項來做分
析，並將分析總體及分類結果進行信度分析。

(1)  整體信度
在整體信度分析其結果信度Cronbach's α值

為0.807，代表本次問卷統計內容一致性，信度
算是很可信。其安全衛生認知問卷調查整體信

度分析如表3。

表3　安全衛生認知問卷調查整體信度分析
題號 Cronbach's α

1 .804

2 .803

3 .797

4 .812

5 .793

6 .791

7 .822

8 .797

9 .792

10 .794

11 .798

12 .791

13 .794

14 .804

15 .810

16 .798
整體問卷信度 Cronbach's α值=0.809

(2)  數量變項信度分析
如在數量分類變項信度分析其結果如表

4。16題作業安全衛生認知問題區分為安全規
範（法律相關規定）、工作環境安全、教育訓

練、產業趨勢、安全衛生認知等四個數量變項

做信度之分析。

表4　安全衛生認知問卷調查分類過後信度分析

變項分類 Cronbach's α

安全規範（法律相關規定） .553

工作環境與自身安全 .697

教育訓練 .485

安全衛生認知 .354

(3)   茶農作業人員安全衛生認知問卷t-檢定
及變異數(ANOVA)分析
安全衛生認知問題區分為安全規範（法

律相關規定）、工作環境安全、教育訓練、安

全衛生認知等4個數量變項區分，針對工作經
驗、身份、性別、教育程度及居住地區作t-檢
定或變異數(ANOVA)分析。

A. 以性別作t-檢定
利用性別與安全衛生認知問題區分為安全

規範（法律相關規定）、工作環境安全、教育

訓練、安全衛生認知等4個數量變項作t-檢定。
如表5至6，以SPSS程式進行t-檢定分析，其顯
著性大於百分之五時表示性別對於安全規範、

工作環境安全、教育訓練及安全衛生認知，由

於南投產業結構問題，所以教育程度及規範上

男女生相近，所以無顯著差異。安全衛生認知

中男生與女生之安全衛生認知差異 p = 0.066，
未達顯著差異。經過 t –檢定組別統計量中男生
女生之平均數，男生高於女生，顯著性（雙）

p = 0.066雖然接近0.05，但是未達顯著差異。

表5　以性別之t-檢定組別統計量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差

安全規範
男 56 3.7959 .39181 .05236
女 74 3.6718 .42807 .04976

工作環境與自身安全
男 56 4.2679 .46431 .06205
女 74 4.0743 .50125 .05827

教育訓練
男 56 4.1905 .46213 .06175
女 74 4.0225 .45608 .05302

安全衛生認知
男 56 4.0000 .56408 .07538
女 74 3.8108 .58346 .06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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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以性別之t-檢定結果

構面 男（平均） 女（平均） t值  p值 結論

安全規範 3.796 3.672 1.697 0.092 男女無顯著差異

工作環境安全 4.268 4.074 0.025 0.098 男女無顯著差異

教育訓練 4.191 4.023  2.067 0.468 男女無顯著差異

安全衛生認知 4.000 3.811 1.857 0.066 男女無顯著差異

註：若p值小於0.05，則結論為男高於女或女高於男。

(4)  以工作經驗作變異數分析
工作經驗有4組選項分別為2年以下、2~5

年、5~10年、及10年以下，由於自變項為三組
以上故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在分析出來結果

其顯著性大於百分之五時表示工作經驗對於安

全規範、工作環境安全、教育訓練及安全衛生

認知雖無顯著差異，但是在安全規範中，於其

他尚可看出些許差異。如表7至8。

表7　以工作經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安全規範

組間 .905 3 .302 1.777 .155

組內 21.405 126 .170

總和 22.311 129

工作環境與自身安全

組間 .090 3 .030 .121 .948

組內 31.302 126 .248

總和 31.392 129

教育訓練

組間 .129 3 .043 .196 .899

組內 27.701 126 .220

組內 24.574 126 .195

總和 24.914 129

安全衛生認知

組間 .204 3 .068 .198 .897

組內 43.288 126 .344

總和 43.492 129

表8　以工作經驗之變異數分析結果

構面 F值 P值 結論

安全規範 1.777 0.155 無顯著差異

工作環境安全 0.121 0.948 無顯著差異

教育訓練 0.196 0.899 無顯著差異

安全衛生認知 0.198 0.897 無顯著差異

註1： 第一組：2年以下，第二組：2~5年，第三組：5~10年，第四組：10
年以上。

(5)  以身分作變異數分析
身分分析有四個選項，自有土地自營業

者、承租土地自營業者、雇主及受僱員工。以

安全規範、工作環境安全、教育訓練及安全衛

生認知為依變數而身分別進行分析。分析出來

結果無顯著的差異。如表9及10。

表9　以身分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安全規範

組間 .099 3 .033 .187 .905

組內 22.212 126 .176

總和 22.311 129

工作環境與自身安全

組間 .223 3 .074 .300 .825

組內 31.170 126 .247

總和 31.392 129

教育訓練

組間 .189 3 .063 .287 .835

組內 27.641 126 .219

組內 27.830 129

總和 1.375 3 .458 1.372 .255

安全衛生認知

組間 42.117 126 .334

組內 43.492 129

總和 43.492 129

表10　以身分之變異數分析結果

構面 F值 P值 結論

安全規範 0.187 0.905 無顯著差異

工作環境安全 0.300 0.825 無顯著差異

教育訓練 0.287 0.835 無顯著差異

安全衛生認知 1.372 0.255 無顯著差異

註1： 第一組：自有土地自營業者，第二組：承租土地自營業者，第三
組：雇主，第四組：受僱員工。

(6)  以教育程度作變異數分析
教育程度有4個選項分別為國小或以下、

國中、高中職及專科大學作變異數分析。並以

安全規範、工作環境安全、教育訓練及安全衛

生認知為依變數而教育程度當因子分析。在分

析出來結果安全規範、工作環境安全部分小於

0.05較有明顯的差異，並利用POST HOC檢定
中的Scheffe法發現，在安全規範中，專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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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中職有顯著的差異，專科大學對於安全規

範比高中職在認知較佳。

在工作環境中，專科大學與高中職有顯著

的差異，表示專科大學對於工作環境比高中職

在認知較佳。結果如表11至14所示。

表11　以教育程度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安全規範

組間 1.467 3 .489 2.955 .035*

組內 20.844 126 .165

總和 22.311 129

工作環境與自身安全

組間 2.115 3 .705 3.034 .032*

組內 29.277 126 .232

總和 31.392 129

教育訓練

組間 1.360 3 .453 2.158 .096

組內 26.470 126 .210

組內 27.830 129

總和 1.063 3 .354 1.052 .372

安全衛生認知

組間 42.429 126 .337

組內 43.492 129

總和 43.492 129

表12　 以教育程度於安全規範事後比較分析結
果（安全規範）

依
變
數

(I)教育程度 (J)教育程度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安
全
規
範

國小或以下 國中 -.05128 .09211 .958 -.3123 .2097

高中職 .13004 .10298 .661 -.1618 .4218

專科大學 -.19963 .10298 .294 -.4914 .0922

國中 國小或以下 .05128 .09211 .958 -.2097 .3123

高中職 .18132 .10298 .380 -.1105 .4731

專科大學 -.14835 .10298 .559 -.4402 .1435

高中職 國小或以下 -.13004 .10298 .661 -.4218 .1618

國中 -.18132 .10298 .380 -.4731 .1105

專科大學 -.32967* .11281 .040 -.6493 -.0100

專科大學 國小或以下 .19963 .10298 .294 -.0922 .4914

國中 .14835 .10298 .559 -.1435 .4402

高中職 .32967* .11281 .040 .0100 .6493

表13　 以工作環境與自身安全在事後比較分析
結果（工作環境與自身安全）

依
變
數

(I)教育程度 (J)教育程度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工
作
環
境
與
自
身
安
全

國小或以下 國中 -.14103 .10916 .645 -.4503 .1683

高中職 .02885 .12204 .997 -.3170 .3747

專科大學 -.31731 .12204 .085 -.6631 .0285

國中 國小或以下 .14103 .10916 .645 -.1683 .4503

高中職 .16987 .12204 .587 -.1760 .5157

專科大學 -.17628 .12204 .556 -.5221 .1695

高中職 國小或以下 -.02885 .12204 .997 -.3747 .3170

國中 -.16987 .12204 .587 -.5157 .1760

專科大學 -.34615* .13369 .087 -.7250 .0327

專科大學 國小或以下 .31731 .12204 .085 -.0285 .6631

國中 .17628 .12204 .556 -.1695 .5221

高中職 .34615* .13369 .087 -.0327 .7250

表14　以教育程度之變異數分析結果

構面 F值 P值 結論

安全規範 2.778 0.035 第四組高於第三組

工作環境安全 3.034 0.032 第四組高於第三組

教育訓練 2.158 0.096 無顯著差異

安全衛生認知 1.052 0.372 無顯著差異

註1： 第一組：國小或以下，第二組：國中，第三組：高中職，第四組：
專科大學。

註2：結論是進一步作POST HOC事後比較之結果。

(7)  以居住地區作變異數分析
以居住地區4個鄉鎮選項來變異數分析。

以安全規範、工作環境安全、教育訓練及安全

衛生認知為依變數，而居住地區來當因子分析

出來結果安全規範、教育訓練部分小於0.05較
有明顯的差異，並利用事後檢定中的Scheffe法
中發現，在安全規範中，名間鄉與鹿谷鄉有顯

著的差異，表示鹿谷鄉對於安全規範比名間鄉

在認知上來得好。在教育訓練中，名間鄉與鹿

谷鄉有顯著的差異，表示鹿谷鄉對於教育訓練

比名間鄉在認知較佳。如表15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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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以居住地區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安全規範

組間 2.224 3 .741 4.650 .004

組內 20.087 126 .159

總和 22.311 129

工作環境與自身安全

組間 .925 3 .308 1.275 .286

組內 30.467 126 .242

總和 31.392 129

教育訓練

組間 1.843 3 .614 2.979 .034

組內 25.987 126 .206

組內 27.830 129

總和 1.458 3 .486 1.457 .230

安全衛生認知

組間 42.034 126 .334

組內 43.492 129

總和 43.492 129

表16　 以居住地區在事後比較分析結果（安全
規範）

依
變
數

(I)居住地區 (J)居住地區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安
全
規
範

南投 名間 .24968 .17572 .570 -.2483 .7476

竹山 .14286 .17720 .885 -.3593 .6450

鹿谷 -.05556 .17182 .991 -.5424 .4313

名間 南投 -.24968 .17572 .570 -.7476 .2483

竹山 -.10682 .09560 .742 -.3777 .1641

鹿谷 -.30523* .08521 .007 -.5467 -.0638

竹山 南投 -.14286 .17720 .885 -.6450 .3593

名間 .10682 .09560 .742 -.1641 .3777

鹿谷 -.19841 .08822 .173 -.4484 .0516

鹿谷 南投 .05556 .17182 .991 -.4313 .5424

名間 .30523* .08521 .007 .0638 .5467

竹山 .19841 .08822 .173 -.0516 .4484

表17　 以居住地區在事後比較分析結果（教育
訓練）

依
變
數

(I)居住地區 (J)居住地區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教
育
訓
練

南投 名間 .25676 .19987 .649 -.3096 .8231

竹山 .03535 .20155 .999 -.5358 .6065

鹿谷 -.02469 .19543 .999 -.5785 .5291

名間 南投 -.25676 .19987 .649 -.8231 .3096

竹山 -.22140 .10874 .251 -.5295 .0867

鹿谷 -.28145* .09692 .042 -.5561 -.0068

竹山 南投 -.03535 .20155 .999 -.6065 .5358

名間 .22140 .10874 .251 -.0867 .5295

鹿谷 -.06004 .10034 .949 -.3444 .2243

鹿谷 南投 .02469 .19543 .999 -.5291 .5785

名間 .28145* .09692 .042 .0068 .5561

竹山 .06004 .10034 .949 -.2243 .3444

表18　以居住地區之變異數分析結果

構面 F值 P值 結論

安全規範 4.297 0.004 第四組高於第二組

工作環境安全 1.275 0.286 無顯著差異

教育訓練 2.979 0.034 第四組高於第二組

安全衛生認知 1.457 0.230 無顯著差異

註1： 第一組：南投市，第二組：名間鄉，第三組：竹山鎮，第四組：鹿
谷鄉。

註2：結論是進一步作POST HOC事後比較之結果。

(8)  茶農作業人員安全衛生認知問卷迴歸分析
運用迴歸分析的方式加以探討，結果如表

19至表20。其在安全規範、工作環境安全、教
育訓練都有顯著的差異。這3項變數對於安全
衛生認知方面都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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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迴歸分析係數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B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分配 t 顯著性

係數
a
（常數） .801 .559 1.435 .154

安全規範 .249 .142 .179 1.754 .042

工作環境與自身安全 -.243 .117 -.206 -2.073 .040

教育訓練 .381 .129 .305 2.954 .004

依變數：安全衛生認知

表20　迴歸分析結果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B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分配 t 顯著性

（常數） 0.801 0.559 1.435 0.154

安全規範 0.249 0.142 0.179 1.754 0.042

工作環境與自身安全 -0.243 0.117 -0.206 -2.073 0.040

教育訓練 0.381 0.129 0.305 2.954 0.004

依變數：安全衛生認知

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1) 本研究所設計之問卷在整體問卷信度為
0.807，為很可信之範圍內，代表本次問卷
之設計得當，可用於茶農作業人員對於安

全衛生認知程度之評估。

(2) 受訪人員以南投市、名間鄉、竹山鎮、鹿
谷鄉為主，其在身分之分佈以自有土地自

營業者居多數，佔43.8%，這四個鄉鎮大
多數為自有土地自營作業者。

(3) 有效樣本中，而在年齡方面分佈，由資料
顯示，51歲以上茶農作業人員人數佔抽樣
人員數的74.7%，因此，本次問卷調查多
數以中高年齡層之作業人員為主，也可見

在茶農作業人員有老化的問題。

(4) 問卷選項中是否知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改制為勞動部之有效樣本中，知道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改制為勞動部者45人，佔

34.6%；不知道者85人，佔65.4%。
(5) 問卷選項中是否知道103年7月3日正式將

自營作業者相關規範納入職安法，本研究

有效樣本中，知道103年7月3日正式將自
營作業者相關規範納入職業安全衛生法

有17人，佔13.1%，不知道有113人，佔
86.9%。自營作業者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法
修法並將自營作業者相關規範納入尚不太

了解。

(6) 問卷選項中是否有參與過職業安全衛生法
相關宣導或教育訓練活動，本研究有效樣

本中，有參與過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宣導

或教育訓練活動有47人，佔36.2%；未曾參
與過有83人，佔63.8%。由調查資料顯示，
茶農對於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顯有不足。

(7) 以性別來與安全衛生認知問題區分為安全
規範（法律相關規定）、工作環境安全、

教育訓練、安全衛生認知等4個數量變項
進行SPSS程式t-檢定分析，其t值之顯著
性值分別為：安全規範(0.132)、工作環境
安全(0.066)、教育訓練(0.141)、產業趨勢
(0.763)及安全衛生認知(0.126)，其顯著值
大於百分之五時表示性別對於安全規範、

工作環境安全、教育訓練無顯著差異，安

全衛生認知中男生與女生之安全衛生認知

差異 p = 0.066，未達顯著差異。經過t–檢
定組別統計量中男生女生之平均數，男生

高於女生，顯著性（雙）p = 0.066雖然接
近0.05，但是未達顯著差異。

(8) 工作經驗有4組選項分別為2年以下、2~5
年、5~10年、及10年以下。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在分析出來結果其顯著性大於百

分之五時，表示工作經驗對於安全規範、

工作環境安全、教育訓練及安全衛生認知

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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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研究問卷中，身分有四個選項分別為自
有土地自營業者、承租土地自營業者、雇

主及受僱員工作變異數分析。並以安全規

範、工作環境安全及安全衛生認知為依變

數而身分別來當因子分析，分析結果無顯

著的差異。

(10) 教育程度有四個選項分別為國小或以下、
國中、高中職及專科大學作變異數分析。

並以安全規範、工作環境安全及安全衛生

認知為依變數而教育程度當因子分。分析

結果安全規範、工作環境安全部分小於

0.05較有明顯的差異，並利用POST HOC檢
定中的Scheff法發現，在安全規範中高中
職與專科大學有顯著的差異，表示專科大

學對於安全規範比高中職在認知上較佳。

(11) 本問卷中，以居住地區南投市、名間鄉、
竹山鎮、鹿谷鄉為主的四個選項作變異數

分析。在居住地區以安全規範、工作環境

安全、教育訓練及安全衛生認知為依變數

而居住地區來當因子分析結果安全規範、

教育訓練部分小於0.05較有明顯的差異，
並利用POST HOC檢定中的Scheff法發
現，在安全規範中名間鄉與鹿谷鄉有顯著

的差異，表示鹿谷鄉對於安全規範比名間

鄉在認知上來得好。表示鹿谷鄉對於教育

訓練比名間鄉在認知上較佳。

2. 建議

(1) 農業產業大多以自營作業者為主，在安全
衛生教育方面無法得到完整的資訊，所以

建議可在南投縣製茶業職業工會每年舉健

行活動，可利用時間加以宣導，並讓茶農

得知自營作業者與安全衛生相關資訊。

(2) 茶農在發生人因性危害的情況多為搬運茶
菁（茶包）或在搬運剪茶機時需長時間維

持同一種姿勢，所以導致肌肉骨骼疾病的

原因包括重複性、作業姿勢、作業負荷，

且其中以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傷病為

最常見職業性疾病，由於重複性的工作過

度負荷，造成肌肉骨骼或相關發炎、組織

疲勞、損傷，經過長時間的累積所引致的

疾病。所以，在茶農發生人因性危害或肌

肉骨骼酸痛時應適當之休息，並可參照勞

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訂定之人因性危害預

防計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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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ccupational Safety Act to expand the scope of self-employed persons will also incorporate, 
because farmers are mostly self-employed persons, self-employed persons to tak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for safety and health-related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More for self-employed farmers who have made common tea tea industry, tea, 
occasional use of farming equipment or hiring spraying pesticides and weed, etc., especially for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the relevant health and safety-related deficiencies concept, resulting in tea, 
tea and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ccurs during the cut, cut, roll, folders and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and other professional disasters. In this stud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way in the 
field of four townships in Nantou City (Nantou, inter name township, town and Lugu Township 
Takeyama) to explore for their own safety and health-related business farmers Cognitive circumstances 
in job safety and health questionnaire common cognitive problems divided into safety norms (legal 
regulations), workplace safety, education, safety and health and cognitive variables to analyze in five 
orders, and to explore the use of T- test and work experience in terms of gender, identity, education 
level living area using analysis of variance. Overall the questionnaire is designed questionnaire of this 
study, the use of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program is 0.807, as very credible range.

In this study, work experience in the tea industry, identity, gender, age, educational level 
and residential areas were analyzed. In the classification variables use variance analysi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 schools and junior colleges study results of the safety norms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pect, showing the safety regulations for Specialist College than in high school 
vocational knowledge to goo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 schools and ju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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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s in the work environment, work environment represent high schools for junior colleges than 
cognitive up well. Asked in a residential area in the name of safety norm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ural and Lugu Township items, Lugu Township expressed name for safety norms among 
rural than in Cognitive up well. There are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etween the name of the township 
and Lugu Township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Lugu Township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presents more 
than name recognition among township in up well.

Keywords:  Tea Grower Safety Awareness, Tea Grower Job Analysis, Self-empl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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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態的混合式組織「社會企業」由商業目的結合社會目的組成之企業，可望帶來長期且

穩定解決社會問題之新體制，由於台灣之社會企業仍為起步階段，為讓社會企業或欲轉型社會

企業之非營利組織，能夠輔以做參考標竿。透過社會企業的專家、學者的評估後，本研究認為

優雅農夫在創業型態上，以培育在地青年返鄉創業為核心目標，藝術工廠作為主要業務，爾後

加入經營在地農村田野復興範疇與音樂藝術產業，創作農村在地特色之多角化經營策略。其具

有高度創新，更勇於突破現有藝術景觀設計的型態，對於台灣逐漸凋零的農村社會而言，優雅

農夫可謂提供一個可以看見，且具體具成效的解決方案。

故本研究以優雅農夫為例，期望以多方觀點透過訪視優雅農夫周遭關係人，同時採用《獲

利世代》商業模式畫布之方式，從創業歷程、社會影響力、商業模式等面向之資訊，用以分析

其營運策略與經營模式，來了解影響其營運情況的因素，期望給有志於社會企業之朋友提供可

參考之依據。

關鍵字： 社會企業、營運策略、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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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2014年台灣「社企元年」，隨著年輕世
代投入人數增加，新創社會企業家數更不斷地

增加，為了提供新創社企在發展上可參考的指

標。因此，將對社會企業表現相對成熟且具成

長潛力者進行專業深入觀察、訪談，藉由分析

其營運策略或差異化因素，作經驗之分享，希

望能讓新創社企由本研究得到啟示，逐漸展現

蓬勃生機，發展漸趨多元且迅速。

而現今社會意識抬頭，社會企業發展的關

注範圍已經從原本的微型信貸，擴展到更多的

社會議題，例如教育機會、兒童健康、住家、

水資源、氣候變遷等。依歐美為例，社會企業

主要可分為教育推廣、社群建立、財務支持和

能力建置四個面向。且歐美各國於社會企業產

業發展至今，除了創業數目增加，生態圈中的

各種角色發展也日趨完整。

創業類型

Peter Drucker更在《創業與創新》一書中
提到「創新就是通過改變產品和服務，為客戶

提供價值和滿意度」[1]，因此可以透過評估
一間企業所提供的服務與產品，可了解其創新

程度。Schumpeter更將已存在的事物發展為社
會可以接受，並具商業價值之活動即為一種創

新。因創業本身是一種居有風險且不確定性高

的活動，許多學者皆指出創業者對於風險的承

擔程度影響創業的型態[2]。而Christian認為創
業可以依「創業者個人」及「目標市場」來影

響，依對個人的改變與新價值的創造的程度來

分[3]，其創業類型詳見圖1。

圖1　Christian創業類型分類

如圖1所示之方格：一、複製型創業：主
要為複製原有公司的經營模式，其創新的成分

低；二、模仿型創業：對於市場雖然無法帶來

新價值的創造，但仍具有市場價值；三、穩定

型創業：此形式雖然為市場創造了新的價值，

但對創業者而言並無太大的改變，強調的是創

業精神的實現，而非新組織的創造，企業內部

創新活動即屬於一種類型；四、冒險型創業：

對於創業者本身轉變大，且創業面臨高度不確

定性，而對新事業的產品創新而言，也將面臨

市場很高的不確定風險[3]。
再者，營運模式為企業如何創造價值、如

何永續經營之系統架構，最早由Konczal(1975)
提出這個名詞[4]，直到電子商務興起後，經營
模式這個名詞才成為業界與學界廣泛使用的詞

彙。Magretta(2002)指出透過營運模式，能夠了
解企業如何經營其事業、如何獲利，以及如何

面對複雜且高度競爭的外在環境，並從中找到

其定位、目標顧客、最適產品與服務組合等面

向[5]。
此外，許多研究進一步對構成經營模式的

要素分析與討論，例如Hamel(2000)認為其營
運模式是企業創造價值的方法，包含：核心策

略、策略資源、顧客及價值網路四大部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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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Osterwalder et al.(2005)整理過去研究，企
業的經營模式應包括企業通過其產品和服務所

能向消費者提供的價值主張、目標族群、配銷

通路、顧客關係、價值活動與資源配置、核心

能力、合作夥伴網絡、成本結構與收益模式等

九大部分[7]。
而Mair & Martí認為企業的動機在於創造

利潤最大化，而社會企業的動機在於解決社會

問題並達成社會目的，且動機的不同，社會企

業的營運模式也略有差異[8]。
楊銘賢等人(2009)提出『社會企業經營模

式的建構』，談到社會企業經營模式的創建，

是為了解決受到不景氣影響下，普遍資金緊縮

的外在環境，非營利組織所面臨的捐助者與捐

款競爭激勵的環境，與逐年增增加的社會需求

等因素，迫使社會企業必須有別與以往的非營

利組織型態，採取更有競爭力的姿態面對艱困

的外在環境[9]。
故本研究將再進一步思考如何能有效整

合資源，來提升關係人對於創新服務所帶來的

價值與效益。因此，本研究以利益關係人之角

度，希望透過訪談並從中了解利益關係人對社

會企業之評價與認知，可望來釐清社會企業其

定位與經營模式。

研究方法

1. 評估指標

深入訪談其評估指標，本研究採用曾聖

蒲(2014)的研究其社會投資評價架構中，提出
「社會影響力」、「環境保護」等構面評估

[10]。再加入獲利世代中商業模式畫布，與呂
朝賢(2008)對於創新能力之評估方式，包含(1)
創造新的產品或服務、(2)導入新的生產作業模

式、(3)開發新的市場、(4)引進新的資源、(5)
建立新的產業組織結構[11]。

其評估的要件如下列所述。

(1)  社區參與評估社會企業參與社區發展的狀
況，包含員工參與社區服務程度、與服務

性或慈善組織合作程度等。

(2)  環境永續評估社會企業的產品與服務是否
符合環境永續之概念，包含產品的設計

概念的環境永續性、資源再利用計畫成效

等。

(3)  創業家特質評估社會企業主的人格特質，
是否具積極樂觀、勇於分享的態度，並且

以社會公益的目標為己任，可以成功帶領

社會企業蓬勃發展。

(4)  價值主張評估社會企業的價值主張是否符
合社會目的，並且是否時時檢視自身的營

運方等議題。

(5)  公司治理評估社會企業目前公司治理的狀
況是否合乎社會企業目的，包含公司內部

討論機制、面對風險的狀況。與人力資源

的使用狀況，包含關懷員工、員工與管理

階層的互動程度等。

(6)  經營策略評估社會企業目前營收狀況、與
客戶金錢往來的關係等。與獲取外部資源

的能力，包含專家學者、政府部門、媒體

關係。

(7)  創新能力評估社會企業在產品與勞務的創
新能力，或者在資源獲取與組織結構上，

是否有不一樣的突破。

(8)  商業模式評估社會企業在經營的佈局上，
是否達到具獲利性的商業模式。

爾後透過社會企業周遭關係人訪談，進行

主觀性與客觀性的研究，與交叉比對分析其社

會企業營運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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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益關係人

對社會企業各領域進行全面性的評估，依

據社會企業周遭利害關係人的身分，以居民、

股東、非營利組織、員工、商業夥伴與顧客等

六大面向（圖2），再考量對應之關係人接受資
訊的差異性，給予不同身分不同之評估指標。

訪視對象將針對單位主體（優雅農夫）不同之

利益關係人，進行訪談與資料蒐集，將針對社

會企業各領域作全面性的評估。

圖2　訪視關係人示意圖

3. 營運策略

社會企業的重要核心為以商業模式來達成

社會使命及解決社會問題，而甫轉型為社會企

業的非營利組織，往往在商業目的這塊居於弱

勢，本研究希望藉由商業模式畫布的輔助，使

社會企業由點、線、面上，檢視營運模式是否

有達到社會企業本身的價值主張，以及更有效

率地實現商業目的。

故參考《獲利世代》對單位商業模式畫布

之分析，使社會企業系統化地組合成商業模式，

以價值主張為核心，透過關鍵合作夥伴的協助，

加上關鍵活動及資源，生成產品，形成成本結

構。再藉由目標客層的確立、維持顧客關係，以

及通路形成，使行銷方式更加準確，進而創造收

益流[12]。因此，商業模式畫布對於非營利組織
轉型社會企業，實有其適用性及重要性。

關鍵合 
作夥伴

關鍵活動
價值主張

客戶關係
關鍵客層

關鍵資源 通路

成本結構 收益流

圖3　商業模式畫布圖

因考量商業模式為開放性之問題，故本研

究對於訪談利益關係人，將針對商業模式之九

大概念，進行拆解與分析。希望以利害關係人

的層面，從而得知有效之資訊，進一步來了解

優雅農夫營運上之關鍵要素，進而帶動地方產

業之發展。

研究成果

1. 創業理念 

優雅農夫藝術工廠－黃鼎堯負責人為南藝

大藝術碩士，專長為社區營造建築藝術相關背

景。因為教育部的創意學養計畫讓他們以學生

的身分走進了土溝社區，開始思考在地產業的

發展，以土溝原有的農村景觀作為延伸，並與

在地人推動環境改造計畫。

優雅農夫負責人認為「農村是偏鄉、年

輕人不願意待的地方，既然台灣農業的結構是

如此，那為何不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加優雅

舒適呢？」故提倡「辛苦的農夫變成優雅的農

夫」之理念，將所做的事情都實踐在農村。土

溝還是一樣從事農夫的工作，其優雅農夫的成

立宗旨，最終要改變的不是土溝的人，而是要

讓外地人對產業、農村有新的觀感出現。如同

台灣其他農村一樣，走過的繁華到凋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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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土溝從社區營造賦予農村新生命，鼓

勵在地青年回歸鄉土，創立屬於自己的一番事

業。

而 從不認識土溝到後來了解土溝，優雅農
夫願意走進農村為之發聲，將年輕人最不願意

待的地方改造，吸引農村年輕人回流，可見得

青年回到農村不見得就得要種田、務農，還可

以開咖啡館、舉辦文創與音樂季，更結合套裝

行程之包裝，成功發展在地特色，這也是優雅

農夫與其他人較不一樣的地方。

2. 社會影響力

在創新能力上，其一為創業型態的創新；

其次為服務型態的創新。優雅農夫把創新表現

於活動上，致力於將農村景觀與設計藝術作結

合，產生文化衝擊，進而帶動多元化鄉村音樂

之發展，可謂更加豐富了土溝的裝置藝術的文

化內涵。同時也加入與在地食材的運用，與在

地農村體驗行程，希望找回大眾以往對於純樸

農村的感動。

串聯農村故事的商業模式－因為台灣目前

在設計領域上，大多會把景觀、建築與室內設

計分開來做。因此優雅農夫不論在美學與產出

的品質上，更希望與其他單位作出差異性，希

望將裝置藝術匯入在地特色且製程與其他單位

不同的是，更注重人文的思考，而不單是純粹

做視覺工作，並在設計上加入人性與實用性之

考量，將藝術體現在農村文化上。

而優雅農夫進行社區營造時，從建築到

室內設計、藝術創作的部分，甚至到軟硬體，

比如優雅農夫在社區進行改造後，會由田園野

趣公司規劃在地旅行行程，藉由旅遊邀請外地

的朋友，能更深入探訪在地文化與風俗民情，

屬於在地的故事。更成立音樂工作室，創作專

屬鄉村在地之音樂，發掘音樂更多不同之可能

性。故以目前台灣在社區營造的團隊而言，很

少可以像優雅農夫結合不同跨領域的服務與專

業技術，是目前其他單位較難複製的地方，可

謂台灣社區總體營造之典範。

開發跨業結合之市場－優雅農夫藝術工廠

之團隊旗下有三間公司－耕藝耕術有限公司、

田園野趣有限公司及無限迴響有限公司。而優

雅農夫業務朝兩個方向發展，以公司來說，一

塊是以營利業務為目的，主要從事社區營造的

部分；另一塊則是回饋農村美術館上，期望整

合在地企業，打造新型態之農村觀光產業。同

時也希望可更號召不同背景與專業之有志青年

進駐農村，使農村再生。

創新的募資方式－從訪談中了解優雅農夫

去年進行美術館創作需要資金時，採用的做法

並不是直接向贊助者拿資金，而是把贊助者的

資金，回歸到公司裡面有其相對的用途上，如

員工旅遊、訓練，並依公司的需求，製作旅遊

行程之規劃。如田園野趣有限公司在營運、研

發上需要資金時，與企業募資時對於有辦活動

需求的公司，會製作相關旅遊的行程，而非由

公司直接無償給予資金。。

一方面也可使資金贊助者與員工，透過

旅遊導覽之方式，能更加深入了解土溝農村文

化，進而帶動在地觀光產業，讓這筆錢發揮更

大的意義。而回歸到優雅農夫，這筆費用就變

會成是營運收入，再利用營運的淨利來完成美

術館的作品。類似做公益但又不純粹只有做公

益，是將這筆費用在比較有意義的地方，而不

是只將資金進行商業的使用，同時也會進行社

會性目的之使用。

改變大眾對農夫的認知－因為台灣農夫

在社會階級中總是被看得很低，因此優雅農夫

所做的事情皆以農村為出發點，土溝仍一如往

常從事農務之事，優雅農夫所做的事情皆以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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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為出發點，其認為�既然台灣農業結構是如

此，那為何不讓農村生活更加愜意優雅呢�。

故推動翻轉農村之概念，不僅改變了土溝村原

有的形象，其實農村也可以很好玩!優雅農夫最
終要改變的不單只是土溝村的居民，而是改變

外地人對農村既有之刻板印象。

吸引人力回流，促進當地青年就業－農村

除了務農之外，優雅農夫更提出青年返回農村

之理念，進而帶動土溝傳統農村產業的轉型，

加入旅遊、裝置藝術、音樂創作、文創、手作

工坊等，多種商業型態豐富在地的面貌，讓返

鄉之青年提供更多可能性。對於投入農村改造

的創業青年有很好的標竿效果，創造了許多的

就業機會。如同台灣其他農村一樣，走過的繁

華到凋零。不同的是，土溝從社區營造賦予農

村新生命，鼓勵在地青年回歸鄉土，創立一番

事業。

3. 營運策略與模式

優雅農夫團隊主要由－耕藝耘術有限公

司、田園野趣有限公司、無限迴聲有限公司，

三家公司跨業組成皆獨立作業，再輔以多角化

經營的方式相互支援。而耕藝耘術公司業務偏

向服務業，主要是在雲嘉南地區從事相關的社

區改造（建築、景觀規劃），會由接案子獲得

營運基本資金來源，並再將額外盈餘資金投入

土溝社區的建設中，推動藝術農村之理念。

同時藉由不同的關鍵活動實踐價值主張，

舉例來說，做社區營造時，優雅農夫會比其他

單位花較長的時間與地方做溝通上，包含做田

野調查這部分，調查完後創意就會是關鍵，有

些人可能就是透過展板和文字來呈現結果。但

優雅農夫獨特性在於，用繪畫、寫音樂、小旅

行等各式各樣趣味的方式，同時串聯起在地的

真實故事，與大眾產生共鳴才會有完整性。優

雅農夫認為「藝術改造社區不只是改造社區的

外觀，而是認同自己生長的地方，進而愛惜這

塊土地」。藉由價值主張與關鍵活動彼此產生

綜效，進而促進農村觀光產業之發展，將有利

於優雅農夫之未來發展。

此外，社會企業的核心價值也在於其組織

使命，而使命感的高低決定其發展成功與否，

因優雅農夫的成員背景主要以南藝大為主，成

員彼此具有共同價值觀，並以藝術設計來作為

溝通的語言，同時也招募更多不同領域之青年

返鄉，結合多個領域的專業技術，從建築到室

內設計、藝術創作、手作坊、在地農村田野復

興、音樂藝術產業等多方位經營。在這樣龐大

的成員背景下，對達成組織目標是有極大益處

的。

而耕藝耘術負責人在受訪時，提到台灣

在企業化經營藝術領域的初期上，僅有藝術經

紀與商業業務兩種。在藝術經紀的型態，藝術

家只專心在做創作，由藝術經紀公司協助推廣

的作品；其次商業業務則是需要量身定做的藝

術裝置，例如台灣的公共藝術案，或是空間建

案所需的藝術品。但優雅農夫不同於這兩種型

態，其創立之初主要是以土溝為出發點，公司

經營區塊是以整個農村環境為主，而不僅為藝

術創作，期望將經營範圍擴大到整個社區。

圖4　優雅農夫營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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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與優雅農夫團隊之訪談，帶入《獲利

世代》所述之商業模式來進行分析：

(1)  關鍵合作夥伴：藝術/音樂相關業者、土
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臺南藝術大學。

(2)  關鍵活動：台灣新農村生活運動、音樂
季、農村夢想舞台。

(3)  關鍵資源：人才創意、農業體驗、藝術工
廠、音樂工坊。

(4)  價值主張：藝術作為社會支持的想像、辛
苦農夫變優雅農夫、外地青年和在地老農

孫子、跨代傳承用藝術耕耘土地。

(5)  顧客關係：舉辦音樂與藝術活動。
(6)  通路：青年駐創空間、青春共好商店、網

路平台經營。

(7)  目標客層：農村青年回流、非農村青年、
外地觀光客。

(8)  成本結構：社區總體營造基礎建設收入、
人事成本與一般管銷費用。

(9) 收益流：展覽等藝術相關收入。
以創新性來說優雅農夫是成功的，老農

村新品牌，優雅農夫為土溝注入地方生命力，

其所提倡之價值主張以翻轉傳統農村旅遊的方

式，改變土溝農村的生活型態，藉由藝術工

廠、音樂工坊、田園野趣等公司資源，結合農

村體驗活動，每年皆不定期舉辦台灣新農村

生活、農村搖滾音樂季等，其關鍵活動結合原

創音樂與人文，從整體社區經營管理到農村體

驗、旅遊導覽。

從訪談中了解，田園野趣團隊是由藝術

家與在地阿嬤組成，不僅發揮創意巧思，也以

菜園作為地景創作，將菜園搬到餐桌上。同時

也鼓勵農民賣自己種的農產品，並結合社區參

訪，讓參訪的人直接進到農田，甚至果園從事

農事體驗活動，把農村的故事串聯起來，並架

設農特產的通路，建立產品銷售管道產品的銷

售。

而耕藝耘術團隊也在社區中設計許多裝置

藝術品，兼具美觀與現代藝術氣息，以藝術傳

遞對土地的情感與精神媒介。提倡「村是美術

館，美術館是村！」打破實體藝術館之形式，

營造村落即為藝術展場的方式，其公共空間就

是揮灑創意的展品，使農村觀光變得更具意

義。不僅帶動商業利益，為老化的農村注入創

新之氛圍，改善農村老化之社會問題。

此外，優雅農夫改造的不只是空間，希

望突破空間與地域的限制，將農村閒置空間改

建，同時號召各方具有共同想法之藝術家與有

志青年進駐，以年輕人的創意解放農村，目標

客群鎖定給勇於追求夢想的年輕人，免費承租

作為創業的基地，陪伴新創夥伴成長，解決青

年就業的社會問題，進而帶動農村轉型。而對

於土溝在地經營者邱小姐來說，因為有優雅農

夫的熱誠與堅持，才打動各方業主進駐土溝，

成為駐點的藝術創作者。

而在成本結構與收益流上，主要業務為社

區營造，其客戶主要為雲嘉南居多，利用盈餘

再投入社區這一塊，跟農民合作行銷，從鄉鎮

的空間改造開始，串聯整個畢業旅行、小旅行

的動線、寫歌拍影片等。若能更有效率的管理

活動的財務資金，將有利於優雅農夫的發展，

並讓其理念能為更多人接受。但在營收與永續

上還需要思考該如何調整，成本結構與收益流

上仍稍顯不足，若能更有效率的管理活動財務

資金，可免長期陷入資金的困境中。

結論

因商業化來臨造成現今農業蕭條，在產銷

失衡的狀況下，城鄉差距極大。而優雅農夫從

改善農民生活開始，提倡農村百分之百生產，

並成立農民市集、農村創意商店。同時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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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教育推廣，希望提升農民之效益，進而帶

動整體社區經營管理、農村體驗及旅遊導覽。

再者，在社會創新方面將社區營造、旅遊導覽

及鄉村音樂融合在土溝村，故優雅農夫的社會

影響力是充分顯現的，藉此讓外地人認識土溝

並改變對農村的看法，進而體驗農村的美與

真，不僅可為當地帶來觀光收入，同時更達到

曝光度的機會。故總結前述之分析，提出以下

幾點論述，因為土溝屬於農村，目前所面臨的

困境是人才難找，對於農村工作者外界仍普遍

較低的社會印象，其次就是經費上的欠缺。

從訪談中了解優雅農夫目前的財報資料較

偏向簡易式流水帳之方式。本研究認為若未來

欲擴大規模，若僅靠流水帳來處理的話，較無

法得知資產、折舊或存貨多少，資金來源與出

處不明顯，將恐造成財務資料揭露不全。若可

導入適合之財會系統，不但能協助團隊有效的

管控成本及資金流動外，更能建構良好監督及

控管能力，進而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因此，

發展社會企業第一步需清楚單位的營運策略，

可利用研究中所提及之商業模式圖，進行分析

單位的營運模式、產品定位及競爭優勢，檢視

內部不足之地方，作調整及改善，提升缺乏之

核心能力，使企業能永續發展。

而社會企業不僅要有解決社會問題的決

心，更要具有創新之思維及勇於挑戰的精神，

才能抵抗世代交替的衝擊。故透過創業背景與

服務實例可了解，優雅農夫在創新的表現上，

其一為創業型態的創新；其次為服務型態的創

新，透過對空間藝術、文化旅遊及音樂創作的

多元發展，不僅豐富了土溝文化的藝術內涵，

更開創農村新興事業的可能性。然而創新雖為

構成優雅農夫之基礎，但同時也具有高度的不

確定性，團隊要如何克服時代的衝擊，達到資

源的整合，並持續提升服務的價值與效益，進

而帶動企業永續發展，也是優雅農夫在往後需

琢磨的重要課題之一。

綜觀優雅農夫從創業歷程、創新服務內

容、組織型態、商業模式等，藉由不同面向的

資訊了解影響其營運情況的因素，透過商業模

式與社會企業的專家、學者的探討及評估，認

為優雅農夫在創業型態上具有高度創新，更勇

於突破現有藝術景觀設計的型態，對於台灣逐

漸凋零的農村社會而言，優雅農夫可謂提供一

個可以看見，且具體具成效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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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type of mixed organization "social enterprise" by the commercial purpose of combining 
social purpose of the enterprise, for the future long-term and stable settlement of social problems of the 
new system, because Taiwan's social enterprises are still the initial stage, for the social enterprises or 
want to transti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of social enterprises can be supplemented by reference rods. 
In this study, the elegant farmer, for example, will be multi-faceted through the visit of elegant farmers 
ar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use of "profit generation" will be business model 
systematization, analysis of its operational strategy and business model. Looking at the elegant farmer 
from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social influence, business model, through differe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business through the social experts, scholars 
of the discussion and evaluation. In this study, we think that the elegant farmer is the main busines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attern to cultivate the young people to return home, the art factory as the main 
business, and then join the field or rural recreation in the field, and the music and art industry, Of the 
diversified business strategy.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novation and the courage to break through the 
existing art landscape design patterns, for Taiwan's gradual withered rural society, the elegant farmer 
can provide a can see, and concrete and effectiv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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