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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有鑑於社會學領域中中少有專論原住民家庭婦女金融網絡的研究，本研

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原住民家庭婦女參與儲蓄互助社（儲互社）進行儲蓄

融資的過程。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針對花蓮縣光復鄉 A 儲互社的原

住民家庭婦女進行深度訪談。研究發現光復鄉原住民家庭婦女以儲互社

的微型貸款作為其家庭維生策略的成功關鍵，在於團體的我群意識與共

同關係的信任基礎有關。在此過程中，種族、生活網絡與教會三種因素

的交互影響下，形成一個半封閉的社會，成員無論是入社、儲蓄、借

款、還款都必須要透過緊密的社會連帶關係才得以完成。本研究結論認

為，原住民家庭婦女在正式金融融資障礙環境下，靠著群體合作儲存家



庭維生的貨幣。研究結果不僅更深入理解原住民家庭婦女融資的社會條

件，也提供我們思考正式金融體制之外的可能性，以及群體如何產生以

社會和諧為目的的互助模式。 

摘要

(英)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few monographs about aboriginal 

housewives’ financial network in sociological field.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analyze the aboriginal housewives savings and lending through credit unions 

(CU). We conducted a qualitative study by applying in-depth interview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aboriginal housewives who are members of a CU in GuangFu. 

The key finding is that aboriginal housewives in GuangFu have successfully 

survived based on this micro finance. Factors are related to the sense of we-

consciousness (group consciousness) and trust of their common bond. Ethnic 

group, geographical community and Christian religion form the Trinity of this we-

consciousness. These relationships were entwined as a semi-closed organization, 

to join and conduct financial activities. In conclusion, cooperative network is the 

survival mechanism of aboriginal families. This finding provides us more 

understanding for the financial network among aboriginal housewives. It also 

shows the possibilities to survive under the exclusion of capitalistic market. 

Finally, research result indicates how the community builds up a moral economic 

group and collective cooperation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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