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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針對生活協同之會員電話訪談之問卷調查結果分析，生協會員以高

教育程度，經濟能力佳的青壯年人士為主，其中以家庭主婦、雇主及自營業者

較多。 

報告結果指出，會員較關切的是農產品農藥污染的問題，多為了促進健康

的理由加入生協，較少人關注到共同購買行動所包含的深刻理念，而且生協與

會員間之互動關係，亦嫌不足，無法發揮共同購買之監督生產，促進生活品質

之功能，一些結論與建議由是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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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台灣由於工業污染，化學廢棄物不斷破壞了水源、空氣與土

壤，再加上農業生產又大量使用化學藥品，使得生產出的農產品含有重

金屬及過量農藥殘留。除了少部份被衛生單位檢測出來，而大多數都已

進入消費者的身體當中。 

雖然每次在重大食品中毒事件後，農政、環保機關都表示會加強管

理及檢測，但是似乎總無法避免類似事件的再度發生，面對這樣的困

境，消費者如何才能夠有效地保護自己，免於受農藥及化學污染物質的

威脅，成為現代人必須面對的問題。 

共同購買在台灣是一種新興的消費觀念，但在日本已行之有年，它

強調在目前充斥著誇大不實廣告的市場上個別的消費者必須組織起來，

以集體採購的方式集合消費的力量，介入產品生產的過程，要求生產者

生產品質合乎健康、環保標準的產品，並減少不必要的廣告成本，以合

理的價格提供給消費者。此種方式在日本已得到不錯的效果，但在台灣

則屬於起步的階段，位於台中市的生活協同公司自 1993 年 5 月起正式成

立，其所主張的共同購買理念對無時不刻受到農藥及環境污染威脅的台

灣消費者而言，不啻為一種新的自我主宰生活的嘗試，但是如何能夠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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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生硬移植日本模式的不適應情形發生，真正發展出屬於台灣的共同購

買經驗，本研究以現已參與生協的會員為對象，調查其對生協共同購買

運作方式的看法，以及其他相關資料，以作為本土共同購買經驗的初步

探討。 

二、研究對象及方法 

本研究以生協所提供之 112 位會員名單為對象，調查其如何得知生

協的消息，對生協理念之認知程度，送貨方式之看法及對生協農產品之

評價等資料，以作為生協日後經營方向之參考。 

調查時間起於 1994 年 2 月 25 日迄於 1994 年 3 月 5 日，以電話訪問

之方式，作會員意見之調查，可以電話聯絡者共計 66 位，其中 10 位拒

訪，4 位因故未完成，總計得 52 份有效問卷。 

受訪者之住家大抵分布於台中市及其鄰近鄉鎮，包括太平、大里、

龍井及梧棲，其中以台中市占大部份。 

訪問之問卷如表 1。 

表 1 生活協同會員觀念、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性  別：     性  別：     職  業： 

年  齡：     教育程度：     家庭月收入： 

地  址：  

二、.問卷題目： 

1. 您從何處得知生活協同的消息？ 

 □朋友   □親戚   □鄰居   □報紙   □生協刊物活動  

2. 您最初參加生協的有機農產品購買的動機？（可複選） 

 □方便   □便宜   □健康   □環保概念  

 □品質保證 □其他 

3. 根據您的了解生協的創辦理念是：（可複選） 

 □推展有機農業     □提供健康、安全的食品   

 □結合消費者力量，保障本身權益   

 □保障生產者（農民）免於中間商剝削  □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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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目前（曾）從生協購買何種產品？（可複選） 

 □牛奶        □米         □蔬菜    

 □水果        □醬油        □筍乾 

 有何優點？          有何缺點？ 

 

5. 您對生協的預約訂貨，每週一次的送貨方式的看法？ 

 □方便        

 □為了健康，不方便也可以接受   

 □為了環保，不方便也可以接受   

 □不方便，不能接受 

 □沒意見 

6. 您覺得台灣目前的農產品有哪些問題？（可複選） 

 □農藥殘留      □過度使用化學肥料  □重金屬污染    

 □添加防腐劑     □水污染       □價格昂貴 

 □其它 

7. 如果為了保護環境的理由，您是不是願意付高一點的價格來購買合乎環保標準

的農產品？ 

 □願意        □不願意       □不一定 

表 2 生活協同會員電話訪問問卷資料統計表 

（52份有效問卷，4份未完成，10 份拒訪）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性：     7；13.5 %    .女性：      .45；86.5 % 

2. 職業： 

 家庭主婦： 22；42.3 %    .自由業：      .1； 1.9 %  . 

 教員：    1； 1.9 %    .金融業：      .1； 1.9 %   

 公務人員：  5； 9.6 %    .醫藥業：      .1； 1.9 % 

 商：     8；15.4 %    .飲食業：      .2； 3.8 %    .  

 工：     2； 3.8 %    .製造業：      .4； 7.7 %   

 服務業：   3； 5.5 %    .其 它：      .2； 3.8 % 

3. 年齡：  

 20~29 ：   4； 7.7 %    .30~39.：      .22；42.3 % . 

 40~49 ：  23；44.2 %    .50~59.：      . .2； 3.8 %   

 60~69 ：   1；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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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程度： 

 國(初)小：  ) .5； 9.6 %    .國(初)中：   ..) 3； 5.8 % 

 高中(職)： ) .23；44.2 %    .大專：      .16；30.8 % 

 研究所：   3； 5.8 %    .拒答：      .2； 3.8 % 

5. 家庭月收入： 

 5 萬以下：  .8；15.4 %     5 ~ 10 萬：.    ..32；61.5 % 

 10 ~15 萬：  ..7；13.5 %    .15 萬以上：    2； 3.8 % 

二、.問卷題目： 

1. 您從何處得知生活協同的消息？ 

 朋友：    35；67.3 %    .親戚：      .3； 5.8 %    

 鄰居：       8；15.4 %    .報紙：      .2； 3.8 %   

 生協刊物活動：2；3.8 %    .其它：      .1； 1.9 % 

2. 您最初參加生協的有機農產品購買的動機？（可複選） 

 方便：       9；17.3 %    .便宜：      .0； 0.0 %  .    

 健康：    39；75.0 %    .環保概念：    .4； 7.7 %  

 品質保證：  5；28.8 %    .其他：      .7；13.5 % 

3. 根據您的了解生協的創辦理念是：（可複選） 

 推展有機農業            11；21.2 %      

 提供健康、安全的食品       27；51.9 %   

 結合消費者力量，保障本身權益   10；19.2 %   

 保障生產者（農民）免於中間商剝削 4； 7.7 %   

 不了解             21；40.4 % 

4. 您目前（曾）從生協購買何種產品？（可複選） 

 牛奶：      51；98.1 %    .米 ：     .26；50.0 %     

 蔬菜：      34；65.4 %    .水果：      .6；11.5 %    

 醬油：      10；19.2 %    .筍乾：      .1； 1.9 % 

※優點（分項） 

 牛奶             蔬菜 

 品質好     3； 5.9 %    .嫩        .1； 2.9 % 

 濃度高    12；23.5 %    .新鮮       .3； 8.8 % 

 口感好    12；23.5 %    .吃了安心 (無農藥) )8；23.5 % 

 味道香     5； 9.8 %    .使用紙袋包裝   .1； 2.9 % 

 味道香：   5； 9.8 %     .好吃       .1； 2.9 % 

 水果             醬油 

 甜      1；16.7 %    .好吃       .2；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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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好吃     1； 3.8 % 

※缺點（分項） 

 牛奶             蔬菜 

 稍貴     5； 9.8 %    .懷疑是否無農藥  .2； 5.9 % 

 使用塑膠瓶  2； 3.9 %     .不漂亮      .1； 2.9 % 

 瓶子容量小  2； 3.9 %     .種類少      .2； 5.9 % 

 瓶子容量小  2； 3.9 %     .量少       .3； 8.8 % 

 米子容量小  2； 3.9 %     .稍貴       .3； 8.8 % 

 稍貴     1； 3.8 %    .無法自由配菜   .2； 5.9 % 

 瓶子容量小  2；3.9 %     .不耐久存     .1； 2.9 % 

 瓶子容量小  2；3.9 %     .葉較老      .1； 2.9 % 

※優點（整體）2； 3.9 %   ...※缺點（整體） 

 品質好   33；63.5 %    .價格稍貴    .15；28.8 % 

 價錢合理   1； 1.9 %    .項目太少     .3； 5.8 % 

 吃得安心   16；30.8 %    .其他（分項）  .15；28.8 % 

 存放較久    1； 1.9 %    .無意見      .5； 9.6 % 

5. 您對生協的預約訂貨，每週一次的送貨方式的看法？ 

 方便                   18；34.6 % 

 為了健康，不方便也可以接受  11；21.2 % 

 為了環保，不方便也可以接受   1； 1.9 % 

 不方便，不能接受       13；25.0 % 

 沒意見            10；19.2 % 

6. 您覺得台灣目前的農產品有哪些問題？（可複選） 

 農藥殘留           40；76.9 % 

 過度使用化學肥料        8；15.4 % 

 重金屬污染           6；11.5 % 

 添加防腐劑          10；19.2 % 

 水污染             9；17.3 % 

 價格昂貴            8；15.4 % 

 其它             10；19.2 % 

7. 如果為了保護環境的理由，您是不是願意付高一點的價格來購買合乎環保標準

的農產品？ 

 願意   44；84.6 %    . 不願意      .0； 0.0 % 

 不一定   8；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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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一) 背景資料分析 

依據電話訪問 66 位生活協同會員的結果統計，計得 52 份有效問

卷，4 份未完成，10 位拒訪，如表 2。 

在 52 份有效問卷中，受訪女性有 45 位，佔 86.5 %；男性有 7 位，

佔 13.5 %其中家庭主婦占第一位（22 人；42.3 %），其次為商業人士（8

人；15.4 %），其餘皆在 10 %以下。受訪者的年齡層以 40～49 歲最多，

（23 人；44.2 %），其次為 30～39 歲（22 人；42.3 %），其他皆小於 10 

%。在教育程度上，以高中（職）畢業最多（23 人；44.2 %），其次為大

專程度（16 人；30.8 %），其餘皆在 10 %以下。在家庭月收入方面，以

5～10 萬／月最多（32 人；61.5 %），其次為 5 萬／月以下（8 人；15.4 

%），10～15 萬／月（7 人；13.5 %），其餘皆小於 10 %。 

茲將 52 份有效問卷之背景資料與台中市之平均人口資料作比較，如

表 3。 

表 3 生協會員與台中市人口平均資料比較表 

 組 別 資     料      比     較 

性    別 
台中市 男：50.3 %       女：49.7 % 

生 協 男：13.5 %       女：86.5 % 

職 業 

台中市 

無酬家屬工作者：.4 %  政府雇用者： 17.7 % 

受私人雇用者：58.4 %  雇主：     2.4 %   

自營：    17.4 % 

生 協 

家庭主婦：  42.3 %  政府雇用者： 11.5 % 

受私人雇用者：15.3 %  雇主：    15.4 % 

自營：    15.4 % 

年 齡 

台中市 

20～29：   17.6 %  30～39：   19.1 % 

40～49：   10.7 %    50～59：    6.8 % 

60～69：    5.5 % 

生 協 

20～29：    7.7 %  30～39：   42.3 % 

40～49：   44.2 %  50～59：    3.8 % 

60～69：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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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台中市 

國(初)小：   15.3 %  國(初)中：   .9.9 % 

高中(職)：   20.5 %  大專：    ..12.2 % 

研究所：    .0.3 % 

生 協 

國(初)小：    9.6 %  國(初)中：   .5.8 % 

高中(職)：   44.2 %  大專：    ..30.8 % 

研究所：    .5.8 %  拒答：    .. .3.8 % 

家庭月收入 
台中市 49,507 元（＝薪資收入＋家庭綜合性收入） 

生 協 78,061 元 

由表 3 可得出生協會員之特色為以女性為主，職業以家庭主婦明顯

較平均值為高，高中畢業（含）以上程度之比例皆高於平均值，家庭月

收入部份亦高於平均值。 

由此可知，參加生協的客戶以 30 歲以上，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家

庭月收入在 5 萬元以上的家庭主婦為主。 

首先將問卷結果區分為受訪者之基本資料、逛夜市之行為模式、對

夜市之認知態度及逛夜市之經驗四個項目，以下依照各項分別討論。 

(二) 問卷結果分析 

1. .受訪者得到生協消息的主要來源，以朋友介紹為最多（35 人；67.3 

%），其次為鄰居（8 人；15.4 %）、親戚（3 人；5.8 %）、報紙（3

人；5.8 %）、生協活動（2 人；3.8 %）及其他 （1 人；1.9 %）。根據

生協的創辦理念，參與共同購買的成員，應以同一社區內的數位成員組

成一個購買班，進行預約的計劃性採購,結合個別的消費者力量,並在活動

中凝聚社區中成員的情感，共同來關心消費資材的品質及環境品質等公

共議題。但是目前生協的會員皆為單獨參加的個體，無法組成有計劃消

費的購買班，且不少為生協經營成員本身的朋友、親戚，因為人情關係

而參加生協，而非認同理念；而原本應發揮較強作用的住宅性社區

成  員，即鄰居在消息來源 中只占 15.4 %，可見生協的共同購買活動目

前仍處於起步階段。 

較引人注意的是，有些全員是透過工作場所同事的介紹而一起加

入，如台中圖書館及來來百貨公司都有數位會員同時加入。因為台灣目

前的機能性社區成員之間的聯繫力量比起住宅性社區成員來得強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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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機能性社區成員是在推廣初期可以考慮的方向。  

其他透過生協舉辦之活動（如跳蚤市場）及報紙得知的會員亦有  

9.6 %（＝3.8 %＋5.8 %），且經由此管道參加生協的會員較具主動性，

願意積極關心自身的消費權益，能成為生協活動的積極會員，但由於生

協較少舉辦此類的宣傳活動，無法吸引更多關心自身消費權益的民眾加

入，因此積極的利用機會舉辦宣傳活動或藉由大眾媒體宣傳亦是有效的

推廣方式。 

2. .受訪者參加生協的主要動機為購買健康的農產品（39 人；75 %），

其次依序為品質保證（15 人；28.8 %）、方便（9 人；17.3 %）、其他

（7 人；13.5 %）及環保概念（4 人；7.7 %），此數據係多選而來，顯示

了生協的會員主要是為了購買健康、無農藥的農產品而加入，其比例高

達 75 %，可見目前社會大眾對無農藥產品的需求頗高，但選擇品質保證

之受訪者比例 降至 28.8 %，其間有不小的差距，在訪問的過程中亦有部

分會員反映無法確定是否的確無農藥污染，可見如何透過公信檢驗標

準，建立生協產品的無農藥形象，以去除會員的疑慮，是目前的當務之

急。 

而受訪者中選擇環保概念者僅 7.7%，反映出目前社會上認知農產品

污染問題嚴重，且願意改變購物方式以促進本身身體健康的人數比例遠

大於藉此改善環境污染情況的人數比例，可見絕大多數人仍未建立人體

健康與自然環境密切關聯的觀念，如何透過生協的生產參與活動（如大

地之旅）以及其他方式，將消費者與生產者及土地重新建立起緊密的關

係，使原本與土地疏離的都市居民重新重視自然環境的存在價值，亦是

生協將來重要的目標之一。 

3. .根據受訪者對生協創辦理念之認知程度顯示，其中以認為生協是為

了「提供健康安全的食品」而設立者最多（27 人；51.9 %），依序為

「不了解」（21 人；40.4 %）、「推展有機農業」 （11 人；21.2 %）、

「結合消費者力量，保障本身權益」（10 人；19.2 %）以及「保障生產

者（農民）免於中間商剝削」（4 人；7.7 %）。此等數據反映出生協經

營方式的特性，生協以營利 事業體之型態營運，參與之會員往往缺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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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參與活動的動力，雖名之為會員，卻往往流於消費者、客戶之被動角

色，對於生協理念之認知亦停留於只是提供較安全農產品之公司，而非

一個可以積極參與、監督生產並促進生活品質的管道，甚至有 4 成的會

員對生協所主張之理念一無所知，這表示了生協在理念的推廣上必須多

加著力，否則必將影響生協進一步的發展。 

另外針對理念之推廣方面，在訪問過程中，有些受訪者表示她

（他）們曾收到生協的宣傳單等資料，但大多沒有耐心把它看完，身處

於資訊過於氾濫的現代社會，或許這是難以避免的情形。不過，即使能

透過此種書面文字的型態來傳遞訊息，也只能達到理性認知的程 度，難

以轉化為真正的行動，畢竟台灣的社區意識還在剛起步的階段，社區的

成員結合起來參與社區中公共事務的模式尚未成型，此時，透過人與人

面對面的接觸要比單純的文字宣傳有效得多，而且也才能真正增進個別

消費者之間的情感聯繫，進而組成包含數位 成員的購買班，發揮共同購

買的力量。因此透過現有活動力較強之民間團體，作對內宣傳的工作亦

為可行的推廣方式。 

4. .受訪者目前或曾經購買過之產品以牛乳之比例最高（51 人；98.1 

%），其次為蔬菜（34 人； 65.4 %）、米（26 人；50 %）、醬油（10

人；19.2 %），水果（6 人；11.5 %）及筍干（1 人；1.9 %）。大多數受

訪者選購的項目以牛奶、蔬菜、米三項為主，除了推廣的活動不足之

外，生協本身目前所提供之產品項目較少亦是主要原因。 

在受訪者對各項產品的評價方面，牛奶得到正面的評價較高，優點

主要是濃度高、口感好，缺點則是價錢稍貴；蔬菜則是正反面的評價接

近，優點主要是無農藥，吃了比較安心，缺點則呈現較大的差異，菜量

太少、價格較高、菜類較少以及無法自由配菜等等，其 可能的原因是蔬

菜屬於每天必須食用的農產品，採用共同購買的方式與以往上市場自行

選 菜、配菜的方式大相逕庭，常使會員產生不適應的困擾，若非對共同

購買的理念有所認同 並願意堅持，很容易便會因過程當中造成的不方便

而放棄。因此，如何使消費者了解蔬菜 類等農產品屬於有生命的消費資

材，與無生命的工業產品不同，在生產過程中會遭受許多天然條件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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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無法隨時供應，也不可能產生百分之百合乎人類要求的農產品，這

一點 也是生協將來理念推廣的重點之一。 

其他如米、醬油、水果等項目，受訪者表示口味都不錯，但有機米

稍貴。 

整體上來說，生協所提供之農產品得到的正面評價較高，此等數據

係多選而得，優點方面以品質好最多（33 人；63.5 %），其次依序為吃

得安心（16 人；30.8 %）、價錢合理（1 人； 1.9 %）以及存放較久（1

人；1.9 %）；缺點方面則以價錢稍貴最多（15 人；28.8 %），其次為

其 他（15 人；28.8 %），量太少（4 人；7.7 %）以及項目太少（3 人；

5.8 %）。 

5. .根據受訪者表示，認為每週一次的送貨方式方便的人數比例最高

（18 人；34.6 %），其次為認 為並不方便，希望能增加次數（13 人； 

25 %），其中大部份認為增加至每週二次為宜，其他依 序為促進健康，

不方便也可以接受（11 人；21.2 %）；沒意見（10 人；19.2 %）以及為

了環保，  不方便也可以接受（1 人；1.9 %）。由於受訪者中家庭主婦、

自營及雇主身份者占 73 %，因此每週一次配送到家的方式並不致於造成

無人接貨的困擾。訪問中認為不方便的受訪者中有人表示，因為不好意

思麻煩鄰居代收，若非家中有人接貨，否則不願參加訂貨，也有會員反

映每週一次蔬菜配送次數太少，若一次訂購足量，則蔬菜因久藏而容易

產生不新鮮的問題，因而希望將配送次數增為每週二次，牛奶則普遍認

為每週一次恰好。 

另有會員反映有時蔬菜缺貨卻未事先通知，會員往往必須臨時上菜

市場補買的情形，形成不小的困擾，這是須要改進的地方。 

6. .受訪者中認為台灣的農產品問題以農藥殘留最為嚴重（40 人；  

76.9 %），其次依序為化學添加物（10 人；19.2 %）、不清楚（10 人；

19.2 %）、水污染（9 人；17.3 %）、過度使用化學肥料 （8 人；15.4 

%）、價格昂貴（8 人；15.4 %）以及重金屬污染（6 人；11.5 %）。 

此等數據係依多選而得，反映出受訪者感受最強烈的是農藥污染的

問題，在其他問題 面則呈現出認知程度相近的現象，認為嚴重的人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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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在 10 %至 20 %之間。因此，如何能夠取得公信的標準，向會員證實生

協的農產品的確是不含農藥，而且在栽培的過程中是使用不傷害土壤的

有機肥料，是極為重要的。除了透過產地拜訪，參觀生產過程的方式之

外，最好能經由官方或學術單位作定期的檢驗，以提供會員健康的保

障。 

7. .基於保護環境的理由。有 84.6 %的受訪者願意花較平常為高的價錢

來購買合乎環保標準的農產品，另有 15.4 %的受訪者則表示不一定，必

須視情況而定，沒有人直接表示不願意， 可見目前環境保護的概念已經

普遍為人所接受，社會上的消費心理亦逐漸從以往的要求 「俗擱大碗」

轉變為兼顧品質與價位的型態，甚至更進一步講求環保的「綠色消」。 

但是如何能夠啟發消費者了解，「綠色消費」並不是像換一個品牌

那麼簡單，而是必須從日常生活的行為中，從思想上深刻地去體驗，進

而改變以往不負責任的「用後即丟」式消費心理，避免過度資本主義化

所造成的自然界反撲，在這一條人類文明發展的道路上，共同購買亦是

一個值得讓人深思的方向。 

四、結論與建議 

根據生協會員電話訪問所作的 52 份有效問卷統計結果分析，參加生

協共同購買活動的會員以 30 歲至 50 歲之間的青壯年人士為主，其性別

以女性占絕大部份，其中又以家庭主婦占多數，另外，雇主身份之比例

亦高於台中市之平均值；其他特色為教育程度偏高，家庭月收入亦較一

般為高。可見加入生協之會員大抵屬於社會上之中上階層，經濟能力較

佳之家庭，在家庭狀況較穩定的情況下，願意對本身的健康狀況及自然

環境多付出一份關心，而家庭主婦通常為家中成員的飲食民生問題多所

費心，也因此成為生協有機農產品的主要客戶。 

由於生協尚處於起步階段，原本構想為社區中成員數人組成一班的

共同購買方式，至今仍尚未實行，目前生協的會員仍以單獨加入的方式

居多，無法發揮計劃性購買的功能，且不少因人情關係而加入，會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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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性角色尚無法顯現。而會員參加的主要動機為購得健康的農產品，

除了生協可提供安心、健康的農產品之外，大多數人對生協的創辦理念

並不了解，此乃肇因於生協以營利事業的方式來吸收會員，會員與生協

之間的聯繫並不能超越傳統的消費生產關係，甚至有人認為生協只是配

送牛奶蔬菜的物流公司，無法將共同購買的精神與理念灌輸給會員，這

是生協目前最大的困境之一。 

在會員對生協農產品的評價方面，牛乳得到大多數會員的肯定，而

蔬菜則褒貶各半，此因會員多已習於傳統投注大量農藥及肥料所生產出

來的碩大無瑕疵蔬菜，一時尚無法接受自然農法所栽培出來的有機蔬菜

所致，這一方面須要生協持續地與會員溝通導正觀念。 

比較受到會員質疑的是農產品的價格偏高，雖然大部份會員能諒解

生協在人力及與生產者協調上所投注的成本而反映出來的較高售價，但

是為消除部份會員的疑慮，開闢適當管道使會員得以了解農產品生產的

過程乃是必要的。 

在配送方式上，有三成的受訪者認為目前每週一次的送貨方式很方

便，有兩成的受訪者願意為了促進健康的理由忍受些許的不方便，另有

兩成的人無置可否，其中有兩成五的人認為每週一次的次數太少，尤其

是蔬菜有不敷使用的現象，建議能改為每週二次，以增進蔬菜的新鮮

度，將來生協可在此方面與會員協調謀求可行之道。 

根據統計結果有七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農藥污染是目前台灣農產品

最嚴重的問題，而且有八成以上的受訪者願意為了保護環境的理由，付

高一點的價錢購買合乎環保標準的農產品，可見受訪者對農產品遭受農

藥污染有頗高的認知程度，而且願意透過消費的力量來改善自身所處的

自然環境，於此，生協的共同購買理念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切入工具，但

是囿於台灣社會風氣以及生協本身條件之限制，生協的會員多為單獨參

加之個體，無法組成有計劃性消費能力之採購班，進而限制了共同購買

監督生產能力之發揮，此亦成為目前生協發展上的瓶頸，如何能夠突破

此一困境，達到促進人類生活品質與維護自然生態的目的，是生協首要

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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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訪問過程中所得到會員意見及其所反映的訊息，歸納幾點建

議如下： 

1. 運用機能性社區成員之間較強的聯繫力，作為生協將來推廣共同購 

買的管道，如學校、教會等。 

2. 透過與官方或學術單位合作的方式，定期檢驗生協之農產品並公開 

檢驗結果，以昭公信，使生協產品建立安全、無農藥之形象。 

3. 根據受訪經驗，有部份會員甚至不清楚生協的名稱，只知道是一家 

 送牛奶、蔬菜的配送公司，甚至有四成的人表示不知道生協成立的

理念，因此，有必要積極舉辦會員間的聯繫活動，並藉此宣傳共同購

買的理念，使活動得以推廣。 

4. 有些會員反映，由於牛奶使用塑膠瓶包裝，似乎缺乏環保概念，建 

議改為紙盒包裝，或是塑膠瓶回收再利用。 

5. 由於生協採取營利事業體方式經營，在推廣共同購買上，缺乏消費者

主動參與的機會，因而容易流於健康食品專賣店，而無法改善現有的

消費型態，因此，將來可考慮採合作社或人民團體方式運作，或可避

免推廣初期所投注的大量資金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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