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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2014 年衛福部補助台灣社會福利學會辦理的「全國社區換工推動及換工平

台建構計畫」（換工計畫）以時間銀行為模型，試圖結合台灣早期農村社會的互

助換工文化進行，本研究以連續參與該計畫兩年的社區為對象，選出三個地理

位置與社區型態皆相異的台北吉慶社區、高雄文賢社區，以及花蓮司邁爾社區，

使用質性研究的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一共訪談 11 位社區代表。 

    研究發現，在文化層面，時間銀行與傳統換工概念的結合並不順暢，對於

互助精神的理解需要更細膩的考量，包含族群、地區與世代差異；在操作層面，

服務交換項目多屬日常生活瑣事，讓人印象深刻與驚喜的傾向於技藝、專業性

服務；在群組層面，社區皆面臨多為女性、退休者參與的狀況，使得群組豐富

性與社會資本發展受限。在未來拓展上，存在熟悉信任程度與風險責信的疑慮，

跨域合作時，管理、經費與界限等問題也隨之浮出檯面。 

 

關鍵字：時間銀行、互助、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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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people used different terms for mutual aid practice in the past,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labor exchange has been embedded in the agriculture society 

in Taiwan for a very long time. As we enter the era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he 

traditional connection and trust is being challenged. The government funded 

experimental program combined with the traditional labor change and the concept of 

time bank aim to restore the mutual aid spirit in the community held from 2014 to 

2015. The nationwide experimental program took place among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time bank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study sample was purposely selected from communities that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al program for 2 consecutive years. Including Gi-Chin 

Community located in Taipei, Wen-Sian Community located in Kaohsiung and 

Smile Community located in Hualien. In total 11 community leaders and program 

participants were selected and interviewed in depth.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 

1. From a cultural aspe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cept of time bank and that 

of labor exchange (Hwan-Gung，換工) was not smooth. The combination of 

concept and practice needs more delicate considerations with regard to 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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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and generation differences. 

2. From the contents of labor exchange aspect: The content for exchange consisted 

mainly of daily chores, it was easy and convenient for helpers and accepting 

helpers when needed. Professional or technical jobs like cutting hair, sewing, and 

building houses were especially welcomed and a source of surprise. The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at mutual aid among community members was usual not 

just because of the experimental program. 

3. From the participant aspect: The participants were manly female and retired. It 

limited the richness and scop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abor change 

practice. As the scope of the groups increase the trust level between people 

decrease. It brings a management problem once the community boundary is 

crossed. 

 

Keywords: Time Bank, Mutual Aid, Community Development 

  



    時間銀行與社區發展 5 

 

壹、 前言 

 

從 1994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2003 年「新故鄉

社區營造計畫」，到 2005 年的「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除了參與部會的提升、

計畫與預算的增加，營造內容也從改變社區的生活空間、文化環境擴大到以產

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作

為社區發展的目標，使得社區工作關注的價值更加多元。不過黃源協（2010）

建議在政策面必須要導正「重硬體（物質）、輕軟體（人文）」的偏頗發展，以

營造社區社會資本成為社區營造與發展的基礎，廖嘉展（2012）也指出政策上

以硬體為主軸發展的社區營造，社區僅獲得資源，居民自主性卻未被培養出來，

喪失公民社會的價值。為改善這樣的狀況，潘淑滿（2000）認為由於都市社區

自然型態較不完整、生活步調與空間造成的居民間的冷漠與疏離性，人們較難

以對所居住的地理社區產生認同，建議採取議題導向式的社區工作，而非僅以

行政地理區域作為社區營造的單元，議題式的社區工作有助於居民彼此之間的

互動、凝聚社區意識，重新尋回人與土地的連結。時間銀行作為社區議題的一

種形式，屬於社區總體營造實際行動的一環，是居民們起身投入社區、實踐理

想、創造居民共融的機會。 

為改善多數台灣社區組織以里做為單元，與村里組織範圍的重疊，不利於

強調資源整合的「福利社區化」（蔡宗翰，2012），內政部於 2005 年以「生活共

同圈」為理念，推出「福利社區化社區旗艦競爭型計畫」，計畫第一階段（第一

至二年）的子方案中包含北投人力時間銀行，但人力時間銀行因時間交換普及

化的推行過程困難重重，至第二階段（第三年）便停止推動。北投人力時間銀

行的計畫雖然以失敗告終，卻開啟了日後以互助概念開展社區工作的機會，也

就是換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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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希望藉由此研究，探討以互助為導向的社區工作模式，瞭解參與衛

福部換工實驗計畫的社區之施行經驗，在探尋換工計畫執行的同時，也從社區

實務經驗中取經，多方地尋找時間銀行在台灣適合的運作方式，衍生出的研究

問題如下： 

一、互助文化在不同時空中的意義為何，如何轉換？ 

二、吉慶、文賢與司邁爾三個社區參與換工計畫的經驗為何？ 

三、換工經驗是否有助於社區社會資本的培養？其對於台灣時間銀行的本

土化發展有何啟發？ 

期待透過本研究發掘促進社區融合、理念建構、永續發展的要素，使得台

灣時間銀行的本土化歷程能更加明確，改變社區營造輕軟體、重硬體的現象，

為台灣的社區工作尋找新的可能。 

 

貳、 文獻探討 

 

一、融入日常生活的社區設計 

 

黃源協（2004）表示若沒有具體可行的策略、一種強調「和諧和互助」為

本質的社區「平淡生活」，即使多方面地推動社區工作，不僅無法緩和全球化與

工業化的衝擊、利益團體彼此衝突、華而不實、忽略公平正義等社區工作困境，

還會變得更加嚴重。王文誠（2001）認為「日常生活」才是社造發展的脈絡，

才是民間社區得對應此政策的真相。社區營造從生活周遭的事項就可開始執行，

利用社區現有資源、再與其他產業合作，不一定得有大筆經費才能開始，它其

實就是生活的一部份，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愈能融入日常生活的做法，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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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社區營造發揮效果（林清文，2006；曾旭正，2014）。因此社區方案的設計應

致力於開發、整合在地資源，並將之融合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持

續運行。 

平淡與日常也並非一成不變，文建會以「傳統與創新」為工作導向來推動

文化建設工作，重視傳統優良文化的傳承與發揚，進而創造適於當前生活的新

文化，在固有優良文化之上，更求發展增益。本著這樣的精神，社區工作應為

每個地方重建新的傳統、開發新的資源、賦予新的特色，不只是把以前失去的

重新找回來，甚至學習先進國家的作法，在外來制度導進後，須經過「本土化」

的過程，轉變成適合我們環境的文化特質（陳奇祿，1994；陳其南，1998）。 

當外來文化成功融入本土文化產生的新文化，善用文化當中能將社區居民

凝聚起來的元素，產生屬於社區的文化活動，成為生活中的重心，此時才能成

為真正的「參與」式的社區設計（林清文，2006；柯一青，2013）。如同早期農

村社會農耕尚未機械化前的「換工」互助的精神，「換工」是在短時間內極須人

力的插秧與收割工作，建立在彼此的需要上，農民彼此互換人力來完成工作（福

山阿龍，2012）。將「換工」這種傳統但逐漸消逝的歷史經驗，轉換成另外一種

形式持續存留，推崇互助的美德，這也就是時間銀行在台灣運作多年未果，改

為實施「換工計畫」的原因。 

 

二、時間銀行與社區貨幣 

 

社區貨幣（community currency）或地方貨幣（local currency）興盛於 1930

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羅允佳，2014），經濟危機使得收入下降、失業率不斷攀

升，衍生出許多社會需求，人民對政府、全球經濟系統失去信心，除了美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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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拉丁美洲許多地區也遭受此波經濟危機的影響，尤其是歷經了 1990 年代的

債務危機，更讓拉丁美洲地區極欲找出一種回歸貨幣作為交易手段的本質，以

擺脫國際金融波動的衝擊。因此社區貨幣最早是為了因應國家經濟產生的問題

而出現的，於國家體制外的自救手段，是社會力量助長了社區貨幣的需求。 

除了經濟困窘的社會因素，近十年來，美國的郊區化（suburbanization）

使得許多勞工被迫在職場與居住之間流動、女性勞動參與率增加、以小家庭為

主的家庭結構，再加上人口老化與伴隨而生的老人獨居、慢性疾病的問題，健

康照顧系統成本增加，社區貨幣主張重建正式與非正式社區網絡，重新創造社

會資本，以及個人與團體的福利，社區貨幣也能用以彌補人口老化而產生的照

顧缺口（Collom, 2012）；陳權榮（2011）認為在使用上，日本是最發達的，在

日本，社區貨幣作為促進居民互動、世代融合的媒介，關心社區內特定的族群，

如老人、貧困兒少的學習、充權工具（辻 美加子，2016），或以重建社區、振

興社區經濟為目的。遭遇天然災害時，社區貨幣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11 年

2 月紐西蘭規模 6.3 的地震造成嚴重的傷亡與損失，透過 Lyttelton Harbour 

TimeBank 迅速進行網絡資源的動員，居民的互助、與當地消防隊、民間組織的

連結，共同協助震災救援與恢復工作的進行（武田真理子，2014；Project Lyttelton

網站，2017）。從地區經濟的復興、社會福利與社區照顧、震災的恢復等，社區

貨幣的運用範圍相當地廣泛，社區貨幣在多元地發展下也衍生出以時間為基礎

的社區貨幣模式。 

如同社區貨幣是國家經濟受到衝擊後社區自主發起的因應策略，時間銀行

則是抗衡資本主義賦予人不平等的價值。時間銀行將工作的價值重新定義，讓

工作的價值不是只等於「賺錢」，以小時為測量單位，不分服務性質、技術高低

或價值，任何服務都是平等的，花費相同時間提供的服務可獲得等值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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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因此 Collom（2008）稱其為平等主義的電子貨幣。時間貨幣的獲取涉

及自己的勞務與知識，提供他人解答與幫助，再透過時間貨幣的交換換取自己

需要的服務，本質是非經濟與非對價的交易型態（王文誠，2011）。時間銀行重

新定義工作的型態，使工作不被侷限在金錢的賺取，但它又可以進行儲蓄與交

換，和不求回報的志願服務有所區別。它同時又擴大了社區的包容性，讓被社

會、市場經濟質疑沒有具體貢獻或貢獻潛力的邊緣弱勢者得以獲得角色認同、

社會接納與自我成長的生活目標，真正需要的服務不會因沒金錢報酬而被排除

在主流經濟體系外，如鄰里關懷、兒童教育與照護、社區連結與非正式支援，

具有社區發展中追求社會正義的意涵（王順民，2007；羅允佳，2014；Jacobsohn, 

2014）。 

台灣目前正處於人口急速老化的社會，再加上長照 2.0 上路後，雖強調服

務的可近性與失能的預防，但服務對象的擴增，使得照顧人力缺失更形嚴峻，

短期內無法補足人力缺口、財源依舊不足的狀況下，擔心誘發輕度照顧需求，

造成資源排擠，重度失能家庭得不到照顧，周恬弘（2017）認為居家與社區原

本就具備足夠的能力照顧預防、輕度失能與失智個案，建議制度仍以保障重度

失能與失智個案為優先。然現代社區氛圍普遍冷漠、居民間彼此關係薄弱，要

社區有能力、資源來給予家庭支持與照顧相當有限，因此需要藉由社區相關政

策來推動社區的發展，凝聚居民、培力社區，有先前的社區營造運動、近年的

六星計畫，以社區為運作場域的時間銀行在此時期的意義昭然若揭。 

 

三、時間銀行與志願工作 

 

台灣的時間銀行與志願服務的關係相當地密不可分，從我國時間銀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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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區方案計畫項目中可看出。2008 年內政部旗艦計畫下由吉慶社區主辦的

「北投區人力時間銀行」參考日本活力生活俱樂部（NALC）的「自力˙奉獻˙

互助」模式，結合終生教育，推展志願服務與社會回饋，該旗艦計畫將人力時

間銀行和成立志工隊、志工交流活動等方案作為整合北投志工人力的策略（蔡

宗翰，2012）。同樣為政府單位委託，2011 年台南市政府委託吳明儒教授執行

「100 年度台南市志願服務創意及輔導旗艦社區」計畫，該計畫包含「人力時

間銀行之實驗方案」、「志願服務監測指標之研訂」、「旗艦社區之輔導」三個子

計畫，政府希望藉由志願服務的推廣，喚起民間互助的力量，達到助人為善之

目的、共同分擔社會責任（陳權榮，2011），就連 2013、2014 年的社區換工計

畫，也是承襲 2011 年「台南市志願服務創意及輔導旗艦社區」下的子計畫「時

間人力銀行之實驗方案」而來。 

陳權榮（2011）曾建議時間銀行應思考如何結合台灣在地文化，特別是其

與志願服務的相容性。因著時間銀行具有鼓勵服務、互助的特質，過去政府的

時間銀行相關方案中，時間銀行方案總是與志願服務方案並行，用以將志願服

務單向服務的性質轉變為雙向互惠、互助的模式。比較時間銀行與志願服務兩

者的基本精神，時間銀行服務有價、互惠互利的交換方式，志願服務則是強調

不求回報的付出，所以有的人會擔心時間銀行違背了志願服務精神，造成所謂

的「功利主義」，與現行的志願服務有衝突（林宥妘，2012），相反地，也有人

認為志願服務無私地貢獻己力，對公眾事務的推展、對弱勢團體的助益功不可

沒，但「單向式」的付出，無法達到提升互助精神、促進社會信任的目的，容

易將人差異化，將人們區分為助人者與受助者，形成一方優勢、另一方劣勢的

不對等關係，使得助人過程中無法發掘受助者潛能，而助人者的一方，平時習

慣幫助他人，認為自己沒有被人幫助的需求，一部分的人則會沉溺在助人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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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陳榮權，2011）。然而，志願服務本身即是一種「助人、自助或互助」的

行為，特別強調社會參與讓社會中處於不利的狀態的人們能及時獲得必要的關

懷和協助，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詹火生、黃源協、陳小紅、薛承泰、古允

文，2014），顯然志願服務本身便有「互助」的成份在裏頭，只是在不求回報的

精神與實務過程中，漸漸走向單向式的服務。此時，時間銀行便提供志工能以

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助人」，讓服務不只是滿足需求、做在缺乏的人身上，接受

服務的同時也是在助人，幫助他人從付出中獲得成就感，使人覺察到自己的能

力，獲得自信與價值，打破原來不對等的關係，彼此之間產生正向、平等的連

結，讓雙方生命價值都能夠被看見。甚至跳脫個人層面狹隘的框架，進而以雙

向服務的互助行動來促進居民間的互動、信任感，創造社區整體友善關懷的氛

圍（張亦孜，2009；卞國鳳、劉娜 2013）。 

雖然時間銀行強調每位參與成員都是資產，其本身便是人力資源，運用專

長連結彼此形成網絡關係（張亦孜，2009），不過國內時間銀行的推動多是為了

有效解決老年人口貧窮和照顧的問題（吳明儒，2014），時間銀行的加入僅是增

加了原本志願服務時數的使用性、獎勵或參與的誘因，當作為社區貨幣的一種

的時間銀行與社區抽離後，不僅缺乏群組成員多元性，無法與在地居民的日常

生活、經濟做連結，社區網絡的營造性、持續性也不佳，難以達到社區貨幣所

帶來的正面效果，其功能被限縮在「人力銀行」之中，遲遲無法推展開來。 

目前時間貨幣的推動以參與志願服務的志工為主（陳權榮，2011），以往

的人力銀行方案因缺乏群組與成員關係的經營，未能突顯時間銀行「互助」精

神之發揮，功能限縮於獎勵志工、鼓勵服務。當時間銀行方案執行場域轉移至

社區，時間銀行依然與志願工作息息相關，社區志工可以說是社區換工的重要

組成。台灣會成為志工以卸下照顧者角色、家中事務打理完的「完成家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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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主，呈現女性、已退休的中高齡者比例較高的情形（王文玉，2008；劉

弘煌，2008；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7），不過對於擔心「沒有時間」參與社區

的居民，時間銀行提供另一種管道參與社區，時間銀行認為每個會員即資產，

重視本身具有的才能，參與時間可以是 10 分鐘、30 分鐘與 60 分鐘，服務時間

較具彈性且不需要另外訓練，參與門檻較低，參與對象可擴及社區內所有族群，

而非僅有離開就業市場的女性與退休者，並從時間銀行的參與中，逐漸擴展自

身在其他社區事務的參與程度，如 Seyfang（2004）所說，時間銀行成為從正

式就業過渡到志願服務的中介過程，讓志願服務網絡跟著豐富起來（引自賴兩

陽，2011）。 

回歸到美國時間銀行創始人 Edgar S. Cahn 對時間銀行發展順序的描述來

逐一檢視台灣的發展狀況：（引自國家發展委員會，2013） 

第一階段、社區建立期： 

純粹鄰居幫鄰居，人們彼此相互照顧。 

第二階段、非營利組織運用期： 

NGO 以時間銀行的概念介入協助人們的生活。例如醫院與「時間銀行」

成為合作夥伴，運用志工幫助需要的人。 

第三階段、「社會企業」發展期： 

屬實驗發展階段，Edgar 稱之為「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或者「社

會投資」（social venture），例如「時間銀行」的特約商店對於會員提供折扣優

惠；或是拿時間交換勞務、貨品的機制，是為「金錢經濟與社區經濟的橋樑」

(bridging the economy of money and economy of community)。根據過去的經驗，

只要經濟一轉壞，另類貨幣通常就會開始風行，尤其是失業的人會想要利用時

間來交換實用的物品。社區建立之初藉由制度化的時間銀行為媒介，鼓勵人與

人之間單純的分享、照顧行為，建立穩固信賴的鄰里關係，實現時間銀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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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互惠互助的基本精神。有穩固的鄰里關係為基礎後，再進一步往二、三

階段發展，以鄰里為中心點向外發散，擴大實施範圍，與居住地區的商家、企

業、學校、宗教等非營利組織合作，從助人結合社區經濟，形成豐富的資源網

絡，這也是時間銀行是否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Collom, 2008）。Edgar 認為目

前時間銀行從 1980 年至今已經從第二階段邁向第三階段，但第三階段採財務雙

軌制，財務分為負責計算金錢與計算時間貨幣兩個部分，其次必須要有保險機

制，以承擔突發狀況的責任，並加以處理（單小懿，2009）。第一階段在社區建

立上，大廈、公寓充斥的台灣社區，有居民彼此不熟識、信任感不足的限制，

較難以像早期農村社會發揮「厝邊隔壁」的功能，因此也較少產生居民自發性

的獨立型時間銀行組織。第二階段是台灣初期引入時間銀行的狀況，由弘道老

人基金會參考日本經驗引入，以時間銀行概念鼓勵弘道老人志工協助社區居民，

多數非營利組織、政府單位皆採用此種方式實施時間銀行，因此較多鑲入型時

間銀行的原因。第三階段是近年來台灣各地不同的組織團體、社區方案所從事

的，如 2008 年北投社區旗艦計畫下的「北投區人力時間銀行」。因著社會氛圍

與居住型態的不同，台灣反而需要藉由第二、第三階段來引發第一階段，對助

人熟悉的志工將時間銀行的精神帶入一般民眾，喚起源自於人類互助的本能，

讓彼此的助人與關懷能自然而然地在日常生活之中發生，建立社區並穩固社區

鄰里關係，第二、第三階段也才能持續發展，否則易因交換機制的複雜引起爭

議而被迫中止。總而言之，社區的建立是時間銀行的核心，需要社區內成員共

同的合作及努力，包含志工、社區夥伴，以維持其活動力（Collom, 2008）。 

如何透過制度的設計、推廣讓不同族群的居民都能夠參與、融入在其中，

讓可發揮之空間不會像以往人力銀行一樣被限縮，也是本研究欲探討的面向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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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資本與時間銀行 

 

社會資本鑲嵌於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資源之中，個體間的社會關係建構穩

定的相對系統形成社會網絡，諸如公司、職業工會、專業團體、興趣團體、環

保團體、家庭、宗教、鄰里……等，由各種個體或團體互相連結組成，社區內

必定由許多社會網絡交織而成。網絡中接觸到的人具有不同的資源，各種社會

關係中蘊含的資源、可用卻尚未運用的稱為能量，社會網絡中的能量即是社會

資本。網路中蘊含的資源、社會資本幫助人們在必要時得以運用，為資源的運

用化，相較於資本的概念，能量不需要運用也可以計量。社會資本鑲嵌於網絡

之中的優勢在於延伸性很快，相較於人力資本的加數累積，是乘數累積的概念

（林南，2007；Hawkins and Maurer, 2012）。社會資本的重要性不亞於其他形式

的資本，是組織、社區、社會、經濟等各領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什麼

樣的措施能夠有助於社會資本生成與累積，是各領域極欲尋找的答案。 

過去有許多關於時間銀行與社會資本的研究、實施團體，皆表示時間銀行

有助於社會資本的生成，這裡的社會資本多是指關於個人或群體之間的社會聯

繫，團體內共享的價值、規範所含括的期望、鼓勵與責任，賦予成員彼此信賴

的基礎，為了共同的目標一起努力，促進人們合作、互助、互惠，使組織的運

作更加有效率（Coleman, 1990；李宛蓉譯, 2004；Jacobsohn, 2014）。時間銀行

的運作有助於發掘在地的資源，並累積社區中的社會資本，為社區發展奠立根

基，黃源協、劉素珍、莊俐昕、林信廷（2010）之研究中肯定社區居民和社區

發展協會所擁有的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成果呈正向循環，有助於社區發展工作

的進行。不過單依靠社會資本的累積所能促成的效果有限，必須「循環」才能

展示其力量，而循環又必須仰賴「關係」，同時，關係也是能否促使成員充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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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之一，光是時間貨幣並不能達到充權的效果（Jacobsohn, 2014），時間銀行

的交換行為就是一種關係的循環，由時間銀行成員所形成的社會網絡，持續地

進行交換才能夠保有組織的活力，並從中獲得個人與群體的效益。 

以社區為執行場域的時間銀行不僅是以生成社區中的社會資本為目的，具

體地運用社會資本理論的架構來檢視時間銀行成員網絡之屬性組成，接著是有

策略地進行干預，如何將網絡經營出多元、豐富性，創造橋接型社會資本、連

結型社會資本，領導者與負責媒合的協調員是關鍵人物，社區工作必須妥善地

運用網絡治理的策略，協力網絡之間建構彼此合作的心理契約，超越正式契約

的侷限（黃源協，2010）。時間銀行的運作牽涉到網絡中至小的個人、大至團體、

組織、其他社區之間的網絡合作，當網絡關係經營得當，便可將形式化的制度

轉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也就是社區營造所強調的「日常」，以及各種社區計

畫所欲達成的目標，促進時間銀行的永續發展。 

 

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 

 

本研究使用質性研究方法之一的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提供一種綜合性又

全面的研究思路，從設計的邏輯、資料蒐集技術，以及具體的資料分析手段皆

涵蓋在其中，依照個案的特性進行探討。個案研究除了簡單呈現單一個案研究，

也可以是對多個個案研究進行總結和概括，本研究屬於多個個案的呈現。若想

知道現實生活中的新措施實施狀況如何，或者此措施進展順利不順利的原因，

就需要以個案研究來進行，以保留現實生活中有意義的特徵，幫助人們了解複

雜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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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各個社區組織成立的時間、地理環境、居民組成與資源有所差異，計

畫執行的狀況除了制度本身之外，尚須考量到社區樣貌的多元性，例如三個社

區的地理位置、城鄉發展程度、人口組成、社造歷程與資源之不同等，使其在

執行上產生不同的效果與狀況，使時間銀行的社區執行經驗能夠以更細膩的方

式呈現出來，以回應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因此選用質性個案研究方法來探討此

主題，衍生出之研究概念圖如下： 

期待從這三個社區的換工執行經驗當中，彙整出社區資源網絡與社會資本

的發展策略，以及時間銀行對本土社區工作與志願服務的啟發。 

 

 

 

 

 

 

 

 

 

 

 

 

 

圖 1：研究概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社區換工計畫經驗 

(吉慶 文賢 司邁爾) 

 

理念 價值 動機 

執行 效益 困難 

未來發展與策略 

社區資源網絡與社會資

本的發展策略 

時間銀行對本土社區工作的啟發 

文化中的互助行為 

世代認同 地理位置 產業型態 居住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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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選取 2014 與 2015 年連續兩年參與衛福部換工實驗計畫

的台北市北投吉慶社區、高雄市林園區文賢社區以及花蓮縣壽豐鄉司邁爾社區

為研究對象，相較於其他參與計劃的社區，換工的經歷與延續性是更符合本研

究所欲探討的面向，且除了是連續參與兩年換工計畫的社區之外，這三個這區

的地理位置分別為台灣北部、南部與東部，地區發展的型態有都市型與原鄉型，

社區發展資歷與擁有的資源也不盡相同，雖然參與在同一個計畫之下，社區領

導者對於換工計畫又各自有不同的想法與期待，因而選取從換工計劃參與社區

中揀選了這三個社區。本研究將針對該計畫的推動者（里長或社區發展協會理

事長）、參與者（換工員、換工會員）進行訪談，一共訪談 11 位社區代表，包

含 3 位社區領導者及9 位社區居民，從不同的角色位置蒐集更周延的換工經驗，

再加上其他書面文件、報告與紀錄的蒐集，進入社區後的觀察田野筆記，從多

個面向來探討研究發問。 

 

三、資料分析方法 

 

訪談的內容一律轉錄為逐字稿，將有意義的、反覆出現的詞彙、短語、句

子或段落用一定的規則進行歸類，標示出來建立類屬(category)，分門別類地放

到按一定系統分類的檔案袋裡，有助於研究者獲得更清晰的分析思路（陳向明，

2006），逐步將訪談資料做第一次、第二次的分析轉軸。本研究旨在探討社區方

案計畫的執行經驗，以按主題分成類別的類屬型做資料的整理較為合適，從各

個不同層面切入，探討文化、操作層面，同時也切換視角，從個人參與到社區

經營等各面向彼此交織的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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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倫理 

 

受訪的換工成員大多是由社區領導者推薦，或其他換工成員引介，依自願

原則，研究者詢問後同意受訪。在訪談開始之前，主動向受訪者說明本研究欲

探討的主題，並肯定受訪者對本研究的支持與貢獻，接著為尊重受訪者個人隱

私，逐條說明訪談同意書上羅列關於資料蒐集過程與受訪者權益的相關事項，

包含訪談預估時間、錄音的理由與必要性，以及保護受訪身分與權益相關事項、

訪談資料的調閱、分享研究結果……等，最後以訪談同意書的簽署為證，確立

受訪皆經知情同意，正式進行訪談。 

 

肆、 研究發現 

 

一、文化層面 

 

（一）傳統互助文化的內涵與消逝 

台灣早期農忙時期的行為，是大家共同的、階段性的需要，工作與工作之

間的性質相同，基於需求的對等性，工作的交換容易進行，來自農村地區的受

訪者對於換工有切身的經歷，自己家中或鄰居家務農需要人手時，招聚鄰近的

親朋好友，甚至動員整個村莊的人來換工。 

「換工這個是以前，我是鄉下小孩嘛，我們家田種了很多，好像每

年都有六公頃以上的水稻需要人收割，我們那個族人，一樣姓陳的，

同莊的，大家會來幫忙啊……像我先生那邊也是一樣，他們那邊村

莊比較小，整個村落就是一起做的啦。」（吉慶 gsu） 



    時間銀行與社區發展 19 

 

「以前小時候就是有那種「伴搏工」（台語），就是這個意思…就是

農忙期啊，你幫我收割啊，我幫你啊。」（文賢 gen） 

不論是閩南、客家還是原住民，各個族群之中皆有這種在生活與經濟上互

相幫助的文化，本質相同，僅是在名稱上有所差異，如阿美族的「嘛吧吧溜」。 

「『嘛吧吧溜』的意思就是：我們來交換工作，我幫你多少工、你就

要幫我多少工。」（司邁爾 leader02） 

傳統換工基於生活與經濟的需求，親友與鄰居之間對等地進行農業工作的

交換，是一種可預期的互助行為。因農耕機械化、人口都市化，產業結構與居

住型態的轉變，人民整體生活水準與機能的提升，使得傳統換工逐漸消逝。 

「以前的換工是過去農業時代的生活需求啦……它已經融入了經濟、

生活還有文化……現在的生活水準大家都提升了，沒有這個需求，

那沒有需求，一直想找到需求……」（司邁爾 leader02） 

「我現在一時我也想不出來耶，要換什麼、要做什麼，因為我一直

覺得說，在我們這裡如果要做這些換工工作，沒有比較什麼特別的

那個……因為我們這邊台北，也不割稻，你像南部的話，要割稻，

你來幫我割，我去幫你割。」（吉慶 joy） 

（二）換工互助行為的轉化與延續 

雖然時代在變遷，現在鄉村自主互助的事逐漸減少，但相較於都市，居民

之間的互動依然比較熱絡，較具有人情味；都會型社區的居住型態、生活步調

限制了人們接觸的機會，使人與人之間產生隔閡，居民之間缺乏互動，不認識、

不瞭解彼此，雖然換工計畫報告書提到不同類型的社區執行起來並沒有明顯的

差異，社區的居住型態與地理位置依然會影響到執行者及參與者的觀念與心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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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台北住在這個市區裡的人，人家一出門的時候就把屋子全

部關得緊緊的……像我們不認識的人，有時候也不知道要跟你講什

麼，也不知道要問你什麼，什麼事可以問，什麼事不可以問，有時

候真的是不知道人家需要的是什麼東西。」（吉慶 joy） 

「都市跟鄉下，我覺得鄉下比較好做，因為鄉下的人情味比較濃厚，

鄰居常常就坐在一起聊天啊，有時候就做一個交流，遇到什麼工作，

他就會來幫忙啊。」（文賢 leader03） 

鄉村容易推行，但城市對於換工計畫的需要性更大，生活在城市的居民之

間需要一個媒介，促進彼此的互動，讓居民能夠走出來、多互動、多聯繫，擴

展交友圈，進而凝聚彼此。 

「就是因為有隔閡，所以才要多走動、多聯繫，像我個人覺得這樣

不錯，我雖然認識我整棟的人，可是隔壁棟我卻不認識，那如果你

出門多一個點頭的機會，或是，也許人家根本不知道我們有這個活

動，那多做，多做，一次一二兩個三個，我想以一傳十，這個，不

會說很迅速，但是也是有可能的啦。」（吉慶 lov） 

在功利主義、個人主義所充斥的社會之下，透過像換工計畫這種強調正向

價值的方案活動或政策，逐漸改變社區，甚至擴及整個社會。 

「你有這個換工制度，來朝向這樣子走，我覺得以後是不是社會能

夠喚起大家有一種博愛之心，想對社會，想對公共事務去盡一點時

間，然後去做一些服務……不要常常說我有錢才要做工作，『放工』

（台語）就是我幫你『倒腳手』（台語），改天你幫我，不用花錢，

那不用再花錢，這樣比較有趣，對社會上，比較有那個『人情味』，

在社會價值觀，包括社會上倫理、道德、精神，都有影響。」（文賢

leader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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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層面 

 

（一）供需的連結與循環 

換工要換得順暢、換得熱絡，每個成員本身要有需求，也要有能力供給，

落實雙向的互助、互惠行為。然而，社區當中需求明顯的往往是社區當中的弱

勢，本身較缺乏能力服務他人，既然現代的換工計畫已經跳脫傳統換工對等的

交換方式，是以時間為基礎進行交換，而非服務項目的難易與專業度，換工項

目內容多元，可以是勞力、專業或技能知識的傳授等，鼓勵被服務者提供自己

所能回饋的作法較容易達到，甚至也能夠讓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的關係維持

在一個較對等的位置。若居民真的無法提供服務，或許透過會員單位的界定，

讓參與的單位不限於個人，可以是家庭、群組等，使弱勢居民減少被排除的可

能性。 

「不是說你常常叫別人來服務你，我都不要服務，也不是這樣講，

其實我們還是要鼓勵被服務者成為一個服務者，這樣我覺得才有一

個循環的關係在。」（文賢 leader03） 

另外一種成員是屬於熱心付出但需求不顯著者，在會員群體當中，也有本

身具有社區志工身分，擅於付出、習慣服務他人者，他們本身就有相對應的特

質、能力、願意付出的心，所以成為志工來幫助他人，也使得付出容易，不過

只要是身體健康，生活沒太大困難與問題者，自己的需求比較少，也就減少了

請託。 

「就是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志工嘛，那一般來講我們都是付出關懷

比較多，要我們自己請人幫忙的時候，覺得好像哎…沒有什麼需要

性啦，因為大部分我們都是付出、幫助別人。」（吉慶 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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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工在推動時，必須營造社區整體互助的氛圍，從互動中開發、激發人的

潛能與瞭解自己的需求，發掘弱勢者的潛能、讓有能力者覺察自己的需要，營

造出互助習慣的社區環境，讓供需能夠持續循環。 

「那個時候我們也是很用心，為了換工很用心，自己一直想什麼事

情可以讓你來幫我們，想什麼事情可以，你讓我來幫忙這樣子。」（吉

慶 joy） 

（二）請託習慣與群組關係 

成員們不只是不好發掘自己的需求，即使有需求，也因懷有「不好意思」、

「怕麻煩他人」的心態，而不敢請求協助，由於大部分參與社區的居民以退休

者居多，平常也沒什麼事，能夠滿足自己的需求，不會選擇要勞煩他人。 

「有時候會不好意思請人幫忙，因為大家都有各忙的啊，不好意思

說直接，譬如說我需要買什麼，然後，其實我沒事，刻意要請人家

幫忙你這樣子。」（吉慶 pea） 

若確定自己是有辦法以自身能力回報他人，不是單方面的受助，而是雙向

的互助、互惠，那麼禮尚往來、客套的文化就可以減少。換工制度能夠讓成員

們意識到有需求也會有供給，感受到不平衡只是暫時的，今天受人幫助，未來

某時刻別人有需求，就可以回饋他，即所謂互助關係的持續與循環性。因此，

在執行過程中，口語的支持與鼓勵是不可或缺的。 

「那有這個換工的時候，我們就很自然地，就有這個換工的一些動

作，我們就覺得說你這樣要開口，請人家來幫忙，好像講起來比較

不會不好意思，要不然在之前有時候想說，我們要想一下這樣拜託

人好不好，有這個換工的時候，我們就覺得說，沒關係啊，這樣子

大家幫忙來幫忙去，就有這種感覺」（吉慶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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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好意思請求幫助」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信任關係」的不

足，信任關係是成員們在換工過程中主要的顧慮之一，成員之間關係的親疏程

度與換工能否順暢進行有密切關聯，信任關係同時牽涉到服務交換過程中風險

的議題。 

「如果要到他們家，萬一他們丟了什麼，我沒有拿，會很……你那

個身體不好，帶他去看醫生，可是呢，他們家裡的人沒有來，萬一

半路臨時出事情，他們家會不會怪到我們？會不會責任到我？」（吉

慶 gsu） 

（三）換工服務屬性與效果 

現有熟識的人際圈內，雖然請託較無障礙，但是卻未必能找到自己需要的

資源，因此，需要擴大群組資源，非同質性未必不能幫上忙，主要是認不認識

彼此，基於彼此瞭解、熟悉做事的方式與習慣，自然就會找到合適的，能幫上

忙、可以幫忙的對象。 

「除了幾個比較熟的，比較好意思去講啦，有時候也不見得說，你

這幾個比較熟的，你們會應用到這些東西。」（吉慶 joy） 

換工計畫若要提升社區的社會資本，所要努力的，就是營造一個開發資源

並將資源整合成可以利用的群組，群組裡的資源越豐富、多元越好，包含同質

性與異質性的成員，或許不是時時刻刻都會使用得到，但是當需要的時刻來臨

時，社區中就存在具有可近性、可用性的資源，那麼換工制度就發揮了它的效

果。 

「我個人覺得啦，每一個人，即使身邊有家人，但是一定還會有需

要別人的時候，那如果有一個很好的機制是，也許裡面有一百個人，

但是不會一百個人都用到，假設剛好有一個人需要，用得到，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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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這樣就已經很好。」（吉慶 lov） 

以前只找熟悉的幫忙，但朋友不見得幫得到自己，有更多可以尋求協助的

對象，關係加深了，資源變多了，給生活帶來便利性。因著換工的陪伴項目，

促進更多成員間的互動，增進感情。 

「就是好像有一些東西你要做好像比較方便，本來沒有這個換工的

時候，我們有時候想開口不太好意思，那有這個換工的時候，我們

就很自然地，就有這個換工的一些動作。」（吉慶 joy） 

「有時候說陪伴『啊！我想去逛街，你陪我去逛街』，一個人比較無

聊，剛好有那個項目，也不錯，可以增進感情。」（文賢 mee） 

（四）社區工作中的換工 

1.普遍性不足且可替代性高 

會員制的換工計畫由小群組出發，再慢慢擴展、普及化，在制度建立初期，

勢必會出現服務涵蓋率不足的問題，其人數與資源只佔了社區整體的一小部分，

換工的效果與正向作用雖然受到社區領導者的肯定，但對於整體社區的發展，

只能算為輔助之角色，用以促進軟體、社會資本的成長。 

「它的普及性可能比較不夠啦，你要說 6 千多個居民，他加入會員

才能夠接受換工的服務啊，那假如他沒有加入的話就沒有辦法享有

這個。」（吉慶 leader01） 

「換工以社區發展來講，影響度只是冰山的一角，就是點綴啦，事

實上它在社區，如果是說要促進社區的活躍跟融合，跟諧和度，是

有很大的幫助啦，如果要社區發展的話，應該是要搭配其他的計劃，

跟其他政府的一個相關政策，才有可能發展。」（司邁爾 leader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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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短期實驗計畫與長期深耕計畫執行力道差異 

方案計畫短期性的特質有其限制，使得預期效果不明顯，對社區來說，在

社區事務繁忙與有限的人力下，可能並不會投入太多心力在實驗性的計畫中，

這回應了時間銀行鑲嵌型與獨立型的執行差異，鑲嵌型因為只是組織眾多服務

項目的其中一環，心力與資源都會有所分散。 

「這種東西是要深根的，永續深根，不是一兩年就看得出來，那不

可能，加上…因為不是一個一定要執行的計畫，所以會有很多東西

沒有去做到最好的，然後出現很多看不清楚的點……那還是要實際

的去執行。」（吉慶 lov） 

3.身分、服務資源之重疊與互補 

延續著效果與資源重疊之討論，換工與志工的身分，吉慶社區與文賢社區

的換工成員便是從現有社區志工中招募的，雖然大部分的成員都能以單向、雙

向服務、互惠的角度來說明兩者之間的差異，換工條例也會將兩者的差異界定

清楚，但實際在執行時，換工項目與社區公共事務還是有重疊的可能。除了個

案服務外，團體的服務主要還是針對公共場域，而換工所交換的項目多屬於私

領域的服務，可更細緻地貼近個人的需要，使得社區服務和換工計畫兩者能相

輔相成。 

「多少會有一點喔（跟原本的志工重複），像那個…整理營造點，社

區這邊有登錄時數，如果我們團體出去的喔，這個就不算（換工）

啦，如果個人，個位數喔，就會（算）。」（文賢 mee） 

不論是多重身分的適應，還是換工制度的配合程度，常態性志工能夠成為

換工建立初期穩定的樁腳成員、可動員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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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測試的階段找的，大部分啦，都是志工比較多，因為要叫

志工比較方便啦，你去說找其他住戶的話，不一定人家願意參與。」

（吉慶 gsu） 

4.執行成本與資源需求 

換工計畫在推動上所需的人力與費用不多，不太會增加原單位的負擔，只

是在人力上至少需要一位專職人員來主責換工的所有行政事務，包含：換工券

的統整、紀錄，供需媒合的橫向聯繫工作、平台的維持等，視情況增加行政助

理，一同協助處理相關事務。 

「我覺得換工的話，其實並沒有所謂的經費問題，主要是印個換工

券而已，其他推展起來，基本上沒有說什麼大的費用，但是你也需

要一個專職的行政人員，去幫忙做統計，幫忙做一個(媒合)平台。」

（吉慶 leader01） 

 

三、未來發展與挑戰 

 

（一）深化拓展面臨的困難與機會 

社區內拓展至一般居民時，成員們會擔心責信的問題，人數愈多，聯誼的

促進與管理工作也會跟著加重，人力與經費須再增加，搭配社區原有活動進行

的話，活動支出相對地也會增加。社區間拓展也會面臨草根領袖、管理及界線

等政治方面的問題。 

「因為範圍太大了，要的人力可能就要擴大……那這個費用就增加

啦，礙於經費的問題，這個東西推廣就會受侷限。」（司邁爾 leader02） 

「現在我們跟人家結合，人家那邊也沒有媒合員……我們要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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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那邊，這個就有問題了，問題就在每個地區有每個地區的草根

性領袖，你要越界去主導跟指揮是有困難的……沒有持續推廣下去

的原因在這邊。」（司邁爾 leader02） 

（二）換工與長照議題的搭配 

如同傳統換工因應著生活與經濟的需求而生，社區們也期待著現代換工能

夠作為回應人口老化、少子化等社會議題的因應措施之一，使換工計畫有與長

照資源相配合的可能，讓長者生活在社區當中，並不是孤立無援的，知道自己

是社區的一份子，有需求時，社區的居民們就會互相幫忙，透過換工的機制，

促進社區更多軟體的發展。 

「現在社會上老人家越來越多，我是覺得這個不錯，如果可以實際

去執行……如果人有更好一個機制來，只有我一個人我也不怕，那

個人的素質跟環境也是很重要。」（吉慶 lov） 

「以前有說希望有一個時間銀行啦，說時間銀行就是，登錄了，以

後有需要的時候再拿出來用啦。」（文賢 mee）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互助文化在不同時空中的意義與轉換 

在「傳統」與「創新」之間的工作導向，萃取出優良傳統文化的精神與價

值，與外來文化相結合創造出一個新文化的「創新」，換工計畫試圖為「時間銀

行」找到與台灣當地文化相符合的元素，從文化層面進行本土化，然而，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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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在換工計畫中反而造成參與者的混淆，並沒有像陳其南（1998）及陳奇

祿（1994）所說的，賦予外來文化一種符合現在人與環境的新特色，其效果只

是使其冠上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本土名稱而已。 

就名稱而言，雖然不具時間等值的描述，但「互助」是最單純，最能連結

各個族群文化之間互助行為的描述，以簡單、口語的「我幫你，你幫我」便一

語道出互助的意涵，在溝通上最暢行無阻，使用「換工」一詞若沒有持續強調

我們要效仿的是其「精神」、「美德」層面，容易讓人誤解該計畫是要恢復傳統

換工，變成一種復古運動，原本時間銀行所設定的目標－「鼓勵居民互動、互

助」就會被傳統換工「同質性間的工作交換」所取代，在執行上就會產生很大

的困難，也不可能達成。僅以文化名詞的層次來說，未必要是台灣早期的生活

經驗、具歷史性的文化，才是值得作為本土化的核心素材，只要在連結台灣民

眾普遍能理解的詞彙「我幫你、你幫我」即可，減少本土化連結路徑的複雜度，

簡單、明確能達到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若是要使用歷史文化作為材料，除了名稱之外，還必須探討互助文化在不

同時空中的特性與意義。同樣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時間銀行與傳統互助的

特性皆有所不同，本研究試圖衍生出一架構來比較傳統互助與時間銀行的異同，

在交換的過程中，傳統互助在階段與產業皆具有同質性，在特定的時期、相同

的產業下進行互助，時間銀行群組中有各式各樣的人，在非特定的時間進行供

需的交換，同時具有同質與異質的多元性，搭配的不是特定的產業與專業，有

時甚至是專長、興趣以及日常生活瑣事；在日常生活中，是傳統互助從經濟、

生活需求中自然衍生出的行為，時間銀行則是從生活中特定的社會議題出發，

試圖補充人口高齡化、少子化、志願服務……等專業人力缺口與服務；在關係

層面，傳統互助交換成員的關係是相同血緣的宗族或關係熟悉的鄰居，時間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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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員之間的關係是較為疏遠，需要藉由互動逐漸促進的朋友與鄰居。時間銀

行若想進行本土歷史文化的操作，必須先瞭解傳統互助文化與時間銀行的內涵

與層次的差異，掌握兩者相容性，才能夠幫助我們思考互助文化在不同的時空

中該如何轉換與操作。 

（二）吉慶、文賢、司邁爾三個社區的執行經驗 

檢視吉慶、文賢與司邁爾社區的個別施行的特色，由領導者風格差異所致，

換工制度的精神與目的，經社區領導者意義轉化後，再加上對該制度的期待，

深深地影響了後續的推展方向，呈現出不同的執行樣貌。吉慶社區積極配合，

照著規則執行，在執行方面提供許多的看法，使得本研究在第四章研究發現得

以在操作層面有相當細緻地探討；同樣也是由志工群中招募換工成員的文賢社

區，不論在換工計畫前後，皆對於「時間銀行」有嚮往，結合志工資源將其運

用在社區照顧體系中，期待相關政策賦予其「永續」的可能性，重點在於制度

背後組織體系的支持，是否具公信力與永久性；司邁爾社區則提供了融入居民

生活中的形式，依族群的多元性，使用該族群慣用的語言來溝通、說明換工制

度，提醒著台灣雖然狹小，居住在這塊土地的居民依然相當多元，在歷史文化

上，也提供了許多對於「傳統換工」時代背景的剖析。 

再透過三個社區換工計畫的執行經驗，綜合檢視時間銀行運作的各個層面。

在微視層面，換工的內容多屬於生活中小事的協助，協助可涉及個人的專長、

技藝甚至是專業，除了需求的滿足外，也可以是相互學習、體驗不同生活的歷

程，交換的過程則涉及了服務供需的連結、交換對象之間熟識與否，牽涉是否

會怕麻煩他人、不好意思以及責信的問題而阻礙請託的順暢度；在中介層面，

在增加群組豐富性時可能面臨的阻礙，包含橫向擴展與綜向擴展。橫向擴展又

可分為社區內與社區外，社區內應盡力招募異質性成員加入群組，鼓勵成員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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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互動、保持群組活力與資源多元性，社區外則是與鄰近社區、單位、團體等

進行跨域合作，及擴展時可能會面臨經費與政治的問題；綜向擴展即時間銀行

能否永續經營。橫向與縱向兩方面的擴展是相互影響的，時間銀行的執行單位

能否持續生存，以確保資源存在的持續性，並決定了時間銀行能否成為一持續

成長的有機體；在鉅視層面，關乎外來制度本土化、文化元素操作議題，若本

土化操作不當，無法清楚傳達時間銀行引用「換工」名稱的用意，會誤以為是

復古運動，而傳統換工不適用於產業型態、居住型態差異極大的現代，在時間

銀行效果未出現時，執行者及參與者便已經對該計畫的目標產生「很困難」、「不

可能」的想法，或者僅作為長輩們回味過去生活的活動，影響參與時間銀行的

動力與發展性。 

這些經驗幫助我們瞭解時間銀行在社區中運作可能產生的狀況，欲將時間

銀行融入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利用現有資源，與其他單位、產業合作，雖然

所須的經費相較於其他社區計畫不多，但推動者與媒合員要投注的心力未必就

比較少，仍必須有所作為，在成員招募上、制度規範與保障上，發展一套策略，

以便營造出自然互助的環境，愈能融入日常生活的作法，愈能讓社造發揮效果

（曾旭正，2014）。 

（三）換工經驗對於台灣時間銀行的本土化發展之啟發 

若社區沒有以一種具體可行、以強調「和諧互助」為本質的日常生活，將

會再次落入以往社區工作中遇到資源衝突、華而不實、忽略公平正義等困境（黃

源協，2004），而換工計畫確實提供了一項具體可行的執行方案，善用文化中能

將居民凝聚起來的元素，產生屬於社區的文化活動，促進成員彼此的互助行動，

實現「參與式」的社區設計（林清文，2006；柯一青，2013），即使原本就有互

助習慣的地區，也透過該計畫增加互助的頻率與項目多元性，更扎實地、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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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生活中執行。 

為了使換工擁有更多元的交換服務項目，挖掘居民與志工的專業與才能，

制度本身也提供了發揮長才的空間，將互助實際付諸行動，為加深關係定期的

群組聯誼，同時也持續增長的群組，皆符合社會資本發展的要素與組織型態。

也藉此促進年輕族群參與社區的比例，從換工開始，逐漸擴及其他社區事務，

改善多為女性與退休者等僅特定族群參與社區的困境。 

透過這個刻意營造的互助環境，活化人們過去被綁死的僵化經驗，在習慣

的請託關係外，發展一條新的請託路徑，且是一條雙向互助、互惠的路徑，是

一個供需持續循環的關係，並以時間為基礎定出平等性，讓服務項目不分專業、

難易程度皆等值，比較不會產生服務者與受助者位置不平衡、不好意思麻煩他

人的情感，透過制度的規範與把關，讓人們有機會認識原本不熟悉、有所防備、

不信任的對象，從互動過程中，進而發現其價值，當多數居民都不斷建立這新

的互助路徑，新路徑所交織出的網絡，終能帶動整體社區的改變（曾梓峰，

1998）。 

至於時間銀行的本土化，除了文化議題外，還須考量台灣社區工作現況，

包含工作的重點、組織型態與資源、參與民眾的特質等，是以社區為執行場域

的時間銀行能否順利本土化的關鍵。以人力來說，志工是社區當中的重要人力，

在社區各方案活動的執行中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社區志工與換工群組

身分與事務上會有所重疊，即便試圖改變以往人力銀行的操作模式，時間銀行

與志願服務的關係依然是密不可分，若操作得宜則可互相補足、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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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時間銀行的核心價值與本土化之操作 

當人們把國外的制度複製到台灣施行後，並非完全從零開始進行環境的適

應與調整，雖然會遇到一些文化轉換上的困難，但早期相似的概念依然有助於

外來文化的本土化，可以藉由傳統換工來省思過去與現代互助的差異，讓現代

在推動時間銀行時，依時代的變遷，從居住型態、產業型態、居民關係……等

面向等思考居民在互助時面臨何種阻礙，在正式執行之前，擬定出相應的策略。

也可以從傳統互助的關係中，找出現代比較可行的促進關係的方式，鼓勵以夫

妻、家庭為單位參與，讓不同家庭之間互相熟悉，而非只限定於以個人為單位

的參與。因此，本土化並非僅反應在名稱的應用上，同時提供外來制度如何調

整、設計合適地方環境需求的省思材料。 

在與本土社區工作結合的過程中，必須釐清時間銀行與志願工作的關係定

位，讓志工與居民在參與社區各項活動時，即使擁有多重的身分，也不會產生

負面的影響。兩者的人力如何相互為用則視推動者的規劃而定，運作初期最好

聚焦於社區互助氛圍的營造，在制度設計上勿過於複雜，規則必須明確、刻意

執行，不能太過依附於社區中的其他方案，待時間銀行運作漸漸穩定，再做調

整，讓刻意逐漸回歸自然與習慣。 

（二）組織型態與計畫類型 

本研究三個社區皆屬於鑲嵌型時間銀行，在現有的社區組織增添時間銀行

相關業務，因各社區本身還有其他社區事務，無法完全專注於時間銀行計畫的

推動，再加上承接的方案計畫性質屬於短期實驗計畫，執行力道自然無法比擬

獨立型的時間銀行，將來政府若推行時間銀行相關政策，長期深耕計畫才能符

合時間銀行須長期運作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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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型時間銀行的優勢在於它能夠與生活緊密相連，以整個社區為範圍，

時間銀行的群組資源不只豐富，還具有可近性，由於生活在同一個區域，成員

在時間銀行之外接觸與建立關係的機會也很多，並不限於該特定群組。雖然時

間銀行的某些附加效果容易被社區其他活動給取代，但其時間平等與促進互助

的核心價值是無可取代的。且社區本身的資源與能力，有助於時間銀行的發展，

或者當成員們遇到彼此所無法滿足的需求時，便可利用社區其他資源來補足時

間銀行所缺乏的部分，相對地，時間銀行短時間服務的特性，也能吸引未投入

志願工作的居民參與社區，增加社區短期的協助人力。建議時間銀行制度的施

行可搭配著社區發展運作，融入日常生活、提供居民建立關係的媒介、促進融

合，建立一個互助互惠的居住環境。 

（三）行政事務與系統工具 

媒合員在時間銀行中扮演著關鍵人物的角色，作為媒合平台，除了連結服

務者與需求者，還要負責其他行政事務，如：宣導、招募、管理與監督、聯誼、

舉辦特別活動等，當成員增多，工作的負荷也會隨之增加，必須由具備群組工

作能力者來擔任，有策略地促進群組豐富、多元發展，且必須是專職人員才有

充足的時間與精力來處理這些事務，維持時間銀行運作的品質。 

除此之外，在 3C 產品越來越普及的世代，也需要發展一套系統工具，能

夠含括會員資料、服務項目、時數登錄等功能，架設網站甚至手機應用程式的

開發，都能幫助成員自行找到所需的資源，改善以往人工媒合的方式，減少媒

合員的負擔，讓其能夠把心力放在其他事務的推展。 

（四）政府的角色 

鑲嵌型的時間銀行在推動時間銀行相關業務時，可能會因時間銀行運作的

永續性，在短期內不易看出果效，或者經費、人力與社區人員異動等各種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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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的因素而停止該項業務，政府若能推動相關政策，提供執行所需的資源，

在中央地方政府成立中央時間銀行，為時間銀行運作的公平、責信與永續掛保

證，為時間銀行打下運作的基底，鼓勵各社區推展時間銀行業務、設立分行等，

促進全國同步發展，可以幫助時間銀行持續朝橫向與縱向之拓展。 

在提出文化、組織計畫、行政、政府角色方面的建議後，還是得再次強調

時間銀行的運作基礎就是需要「長時間」的經營，成員之間需要關係建立與深

化、增加群組豐富性、提升服務涵蓋率，讓時間銀行能夠在社區生活中永續運

作，促進更多居民參與社區，互助互惠，逐漸朝共存共榮的美好生活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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