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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合作社~創新社會經濟 



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與主張 
 19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社會(新自由主義)出現勞工低薪

資，中產階級因失業而向下淪為低收入者。 
 全球貧富差距擴大，依樂施會（Oxfam）的調查，全球最

富有的1％人口的財富，從2009年占全球資產的44％，上
升到2014年的48％。 

 2017年全球所增加的總財富中，有高達8成掌握在全球
1%人口。 

 台灣貧富差距加大，台灣所得最高與最低5%的倍數，從
2005年所得差距55倍，至2014年已飆至111.8倍。住宅
問題更為嚴重，世界各國房價所得比不斷攀升，以台灣為
例，台北市從2002年5.89倍到2014年16.16倍)，因此人民
轉為集體關心和結社行動，採取合作社暨社會經濟模式，
互補於政府所推動的公共住宅。 

 「重建中產階層住宅合作社是實現住者有其屋，也是緩解
分配不均的方法之一，是社會經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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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合作社-策略組織 
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與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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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 Housing  Coop 



住宅合作社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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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住宅合作社 
1.消除貧窮 提供足夠的和可負擔得起的房屋 
2.消除飢餓 支持城市和有機農業安居工程 
3.健康與福祉 支持健康家園、使用無毒燃料烹飪、支持愛滋合作夥伴計畫 

4.教育品質   
5.性別平等 推廣力度支持、婦女領導和女性需求 
6.淨水與衛生 雨水和洗盥水收集、創新廢水處理系統，例如沼氣池 
7.可負擔能源 可再生能源利用，如太陽能光電系統 
8.就業與經濟成長 提供就業、住宅合作社的建築及維護 
9.工業、創新及基礎建設 提供彈性的基礎建設 包括能源，道路，建築，水， 廢水 

10.減少不平等 減少當地社區的不平等，為少數民族提供負擔得起的住宅 

11.永續城市 提供居民安全感 
12.責任消費與生產 在砍伐森林的地區尋求替代性的燃料，減少木材和木炭使用 

13.氣候行動 利用可再生能源並適應氣候變遷的影響 
14.海洋生態   
15.陸地生態 住宅納入生物多樣性空間，避免使用有害材料 
16.和平與正義制度 提供民主所有權和開放式住宅和責信、透明的合作社 
17.全球夥伴 與住宅合作社聯合社合作，加強全球提供健康和永續居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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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CA(2016),”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for Co-operatives: A Guidebook”,pp.24. 
https://ica.coop/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files/ica-sustainability-reporting-guidebook-1575997496.pdf 



合作社-策略組織 
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與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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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ch.unesco.org/en/RL/idea-and-
practice-of-organizing-shared-interests-in-
cooperatives-01200 Housing  Coop 

• 聯合國於2001年第56屆大會通
過「創造有利於合作社發展環
境準則」報告，建請各國在制
定合作事業政策時，應強化合
作行政與法制，並視合作事業
為「夥伴關係」予以制度性安
排。 

• 聯合國更訂定2012年為「國際
合作社年」，加強全世界認識
合作社的力量，呼籲各國政府
訂定積極政策，促進合作社建
立與成長。積極推展合作事業，
乃全世界之趨勢，主政者理應
注意及支持。 

2016年德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
「合作社共同利益的思想和實踐」列為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成功通過，合
作社以社會方法經營管理企業，為社區
帶來更美好的未來。所以合作社不僅有
經濟屬性、更有社會屬性。 



 
一、前言-國內問題 

 國內土地與住宅政策，長期是營利的市場結構 

社會充斥的是「財產權優先於住宅權」 

「有土斯有財」，資本主義假汝之名，行不義之事。 

禮記大學篇提到有土斯有財的意旨，指為政者要本

於道與德來施政，才會獲得人民支持；有了民心才

能打開疆域鞏固領土；安定的民心、領土與治理，

才能為國家與人民蓄積財富；財富累積後，人民生

活與國家建設經營方可長治久安。 
花敬群，2014/05/04，「打破有土斯有財謊言的盔甲」，天下雜誌，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60/article/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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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p.moi.gov.tw/V2/E/SCRE02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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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台灣91-106年房價所得比 

台北房價所得比從5.89倍成長到16.16倍 

新北房價所得比從5.98倍成長到13.02倍 

 

 

 

 

 

全國房價所得比從4.15倍成長到9.46倍 

 



2017年世界各國房價所得比 

 Oliver Hartwich(2018),“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2018, Rating Middle-Income Housing Affordability”, The New The New Zealand Initiative, pp.12.  
http://www.demographia.com/dhi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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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所得比4.1到5.0倍為「嚴重難以承受」，
5.1倍以上則為「無法承受」)  



世界各國房屋公設比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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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約為30~53%  
中 國：約為10~30%  
香 港：公設不計價(2013，「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美國：公設不計價  
英國：公設不計價  
加拿大：公設不計價  
日本：公設不計價  
泰國：公設不計價  
馬來西亞：公設不計價  
菲律賓：公設不計價  
柬埔寨：公設不計價  

(20140901中天新聞華廈建案戶數少 公設比竟高達53%) 



居住正義論壇V(2017.9.12)，http://www.udd.taipei.gov.tw/living-justice-forum-
v/%E5%B1%85%E4%BD%8F%E6%AD%A3%E7%BE%A9%E8%AB%96%E5%A3%87V%E6%89%8B%E5%86%
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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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租金所得比 

台北青年租金所得比48.41% 

台中青年租金所得比37.76% 

 

 

 

 

 



觀察臺灣社會住宅政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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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rstaipei.net/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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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住宅合作的城市策略概況 
 

2018.05.18 Housing  Coop 12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 德國城市公民意識興起，國家讓
民眾認知住宅是生活消費結構之
一，土地是最不具有高投資報酬
的物品，堅持住宅的公平正義，
並穩定房價，穩定經濟發展，並
有法律明確保障人民住宅權，並
將住宅視為國家社會福利體系的
一部份。 



(一)德國 
• 德國1862年成立第一個住宅合作社，目前在德國，
高達46.7％民眾租賃房屋居住。 

• 至2011年，德國約有500萬人居住在2,000家住宅
合作社的公寓，至2016年共有220萬個家庭居住於
住宅合作社的房屋。 

• 在德國，住宅合作為「個人-組織-社區-社會-生態」
休戚相關的連結，創造人與空間與自然的正向循
環。 

• 德國的住宅政策一直與世界各國有所差異，堅持
住宅的公平正義，並穩定房價，實質房價所得比
負成長，是德國經濟穩定發展不可忽視的一環。 

2018.05.18 Housing  Coop 13 



• 德國的住宅合作社金融制度，住宅合作社與房屋
互助儲金信貸社相結合。先儲蓄後貸款，當儲蓄
額佔貸款額的比重達到40%-50%，方能貸款。政
府為合作社發放無息建房貸款，額度通常佔建房
費用的60%-70%，有時高達90%，期限一般為20年
左右。 

• 《住房租賃法》規定房租漲幅不能超過合理租金
的20％，否則房東就構成違法行為，房客可以向
法庭起訴；如果超過50％，就構成犯罪，房東甚
至要被判刑。 

• 德國法律還嚴格規定房地產開發商的定價行為，
按照《經濟犯罪法》規定，如果開發商制定的房
價超過合理房價的20％，購房者就可以向法庭提
起訴訟。如果超過50％，就認定為“獲取暴利”，
開發商將面臨高額罰款和最高三年徒刑。 2018.05.18 Housing  Coop 14 



• 阿爾托納儲蓄和
建築合作社所屬
公寓進行「生活
舒適與輔助功能」
的設備改造-右圖
為盲人、視障者、
年長者和視力正
常人共同居住在
改造後的公寓。 

• https://www.altob
a.de/wohnen/bau
gemeinscha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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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CH- eG住宅合作社(Wohnungsbaugenossenschaft Chemnitz-
Helbersdorf eG) 提供合作社住宅節能綠電設施，位於德國肯尼茲
市， 1954年11月30日棉紡廠員工成立之工人住宅合作社，提供再
生能源利用、綠色生活；如頂樓裝修太陽能系統、電動汽車充電
站等。http://www.wc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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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電動車充電站  
2017年10月18日WCH設立電動汽車充電站 

無障礙公寓 
對公寓進行結構調整，為跨世代居住創造
條件。採用友善年長者的居住環境。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Wohnungsbaugenossenschaft+Chemnitz-Helbersdorf+eG/@50.8070585,12.8981413,70a,35y,270h,39.43t/data=!3m1!1e3!4m13!1m7!3m6!1s0x47a7462f0da33a1b:0x497c508c5754b649!2zSGVsYmVyc2RvcmZlciBTdHIuIDM2LCAwOTEyMCBDaGVtbml0eiwg5b635ZyL!3b1!8m2!3d50.80724!4d12.89717!3m4!1s0x47a7462f0da33a1b:0xd28fbfc439f7b1a2!8m2!3d50.80724!4d12.89717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Wohnungsbaugenossenschaft+Chemnitz-Helbersdorf+eG/@50.8070585,12.8981413,70a,35y,270h,39.43t/data=!3m1!1e3!4m13!1m7!3m6!1s0x47a7462f0da33a1b:0x497c508c5754b649!2zSGVsYmVyc2RvcmZlciBTdHIuIDM2LCAwOTEyMCBDaGVtbml0eiwg5b635ZyL!3b1!8m2!3d50.80724!4d12.89717!3m4!1s0x47a7462f0da33a1b:0xd28fbfc439f7b1a2!8m2!3d50.80724!4d12.89717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Wohnungsbaugenossenschaft+Chemnitz-Helbersdorf+eG/@50.8070585,12.8981413,70a,35y,270h,39.43t/data=!3m1!1e3!4m13!1m7!3m6!1s0x47a7462f0da33a1b:0x497c508c5754b649!2zSGVsYmVyc2RvcmZlciBTdHIuIDM2LCAwOTEyMCBDaGVtbml0eiwg5b635ZyL!3b1!8m2!3d50.80724!4d12.89717!3m4!1s0x47a7462f0da33a1b:0xd28fbfc439f7b1a2!8m2!3d50.80724!4d12.89717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Wohnungsbaugenossenschaft+Chemnitz-Helbersdorf+eG/@50.8070585,12.8981413,70a,35y,270h,39.43t/data=!3m1!1e3!4m13!1m7!3m6!1s0x47a7462f0da33a1b:0x497c508c5754b649!2zSGVsYmVyc2RvcmZlciBTdHIuIDM2LCAwOTEyMCBDaGVtbml0eiwg5b635ZyL!3b1!8m2!3d50.80724!4d12.89717!3m4!1s0x47a7462f0da33a1b:0xd28fbfc439f7b1a2!8m2!3d50.80724!4d12.89717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Wohnungsbaugenossenschaft+Chemnitz-Helbersdorf+eG/@50.8070585,12.8981413,70a,35y,270h,39.43t/data=!3m1!1e3!4m13!1m7!3m6!1s0x47a7462f0da33a1b:0x497c508c5754b649!2zSGVsYmVyc2RvcmZlciBTdHIuIDM2LCAwOTEyMCBDaGVtbml0eiwg5b635ZyL!3b1!8m2!3d50.80724!4d12.89717!3m4!1s0x47a7462f0da33a1b:0xd28fbfc439f7b1a2!8m2!3d50.80724!4d12.89717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Wohnungsbaugenossenschaft+Chemnitz-Helbersdorf+eG/@50.8070585,12.8981413,70a,35y,270h,39.43t/data=!3m1!1e3!4m13!1m7!3m6!1s0x47a7462f0da33a1b:0x497c508c5754b649!2zSGVsYmVyc2RvcmZlciBTdHIuIDM2LCAwOTEyMCBDaGVtbml0eiwg5b635ZyL!3b1!8m2!3d50.80724!4d12.89717!3m4!1s0x47a7462f0da33a1b:0xd28fbfc439f7b1a2!8m2!3d50.80724!4d12.89717
http://www.wch.de/
http://www.wch.de/
http://www.wch.de/


• 德國政府每年會整理盤點土
地，推出該年度可供使用的
土地範疇，讓民間申請興建，
以2017年為例，有23個民間
案件申請政府釋放的土地，
其中有七對夫妻家庭共組住
宅合作社申請，通過政府審
核興建計畫，土地交易價格
以六折計算，預計二年興建
完成，並依「合作社法」管
理。  

• 資料來源:德國走出孤獨協會Dagmar 
Hirche (許夢得) 女士來台演講
(2017.08.02、04)說明其參與申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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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拿大 
• 在1970-1990年間，加拿大政府積極輔導、補助住宅合作社的設
立，80年代興辦較多，有長者、單親婦女等混合家庭居住。
2017年，聯邦政府預計提供400億美元，10年內執行「國家住宅
戰略」(National Housing Strategy)，該計畫為滿足社會多元的需
求，採二階段、大規模地推展住宅合作社、各類合作社及非營
利組織共同發展可負擔之住宅 (CHFC，2017)。  

• 加拿大住宅合作社的居民來自各行各業，背景和收入各有不同。
多元文化和蓬勃生機的社區是合作住宅的獨特優勢。 

• CMHC 2003年統計數據： 

– 58％的合作社成員是女性 

– 50％的合作社家庭是單親女性或女性單親家庭 

– 11％是少數民族 

– 20％是移民 

– 4％是原住民族 

– 12％的家庭包括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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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住宅分爲兩類-市場宅（market units）
和補貼宅（subsidized units）。住宅合作社
的社員是混合的，包括按市場基準支付和
按「隨收入調整租金」（rent-geared-to-
income，RGI）基準支付的住戶，住宅合作
社依七大原則進行管理，提供令人安心社
區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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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ouseporn.ca/
architecture/article/toronto
s_60_richmond_east_housi
ng_development_by_teepl
e_architects 

Toronto, Ontario, 
Canada 

Local 75 Housing Co-op(多倫多最新的住宅合作社) 

11層樓的結構，最初是為了正在進行攝政公
園公宅都更而成立之合作住宅，85間一至四
間臥室的單位中，指定從攝政公園公宅都更，
及飯店從業人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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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75 Housing Co-op(多倫多最新的住宅合作社) 

11層樓的結構，最初是為了正在進行攝政公
園都更而流離失所的人之低收入住宅，85間
一至四間臥室的單位中，指定從攝政公園公
宅都更，及飯店從業人員申請。 

上圖Local 75 Housing Co-op住宅合作社露臺
花園兼具空氣調節、環保、廚餘回收、餐廳
食材等功能 
圖片來源: 
https://www.flickr.com/photos/chft/60092748
88/in/album-72157627231939761/ 

上圖為Local 75 Housing Co-op住宅合作社地下室之
Hawthorne Food and Drink社會企業餐廳 
圖片來源: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report-on-
business/small-business/sb-growth/sustainability/toronto-
restaurant-balances-social-mission-with-economic-
return/article21125089/ 



三、住宅合作社 

體現住宅生活消費合作的行為，具有建房、契約
共同管理滿足居住者生活需求的組織。 

Housing Cooperative或Association(一般 )  
Building Society(UK) 儲蓄銀行 
CoHousing+CoWorking 
由城鎮在地居民志願參加組社、互助協作、自籌
資金、自行營建、共同管理至售後服務的集體社
會經濟組織。 

利益共享、責任分攤的原則，共同負責修繕、管
理、環境衛生、小區綠化、公用設施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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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七大原則 

(一)自願與公開的社員制 (Voluntary and Open 
Membership) 

合作社乃自願之組織，凡能利用合作社之服務並願意
承擔社員責任的，均可入社，沒有性別、社會、人種、
政治以及宗教的歧視。 

(二)社員的民主管理 (Democratic Member Control) 

合作社乃由積極參與政策與決策的社員，加以管理之
民主組織，由被選擔任幹部之男女代表，對其社員負
責。合作社社員，享有平等決議權(一人一票)，其他
聯合社階段的合作社亦以民主方法，加以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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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七大原則 

(三)社員的經濟參與 (Member Economic Participation) 

社員公正的貢獻合作社資本，並予民主管理，合作社
資本至少有一部份，經常是合作社的共同財產。社員
為入社之出資金，即使有所補償，通常受取有限制之
補償。社員分配剩餘金方式，可就下列目的擇定實施：
為發展合作社，盡可能提撥列至少有一部份不得不分
配的準備金。按社員與合作社交易額的比例嘉惠社員
(Benefiting members)。支持經由社員贊同的其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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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七大原則 

(四)自治與自立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合作社由社員管理的自治自助之組織。即使與政府機
關在內的其他組織有所協定，或從外部引進資本，合
作社仍應保證社員的民主管理及維持合作社的自治。 

(五)教育、訓練與宣導 (Education,Training,and 
Information) 

合作社對其社員，社員代表，經營者及職工提供教育
及訓練，有效貢獻合作社的發展。對一般大眾，特別
是年輕人及意見領袖，宣導合作社之特質與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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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七大原則 

(六)社間合作 (Cooperation Among Cooperatives) 

藉由地方性〈Local〉、全國性、地域性〈Regional〉及
國際性的合作社間的合作，使合作社對其社員提供最
佳服務，並強化合作運動。 

(七)關懷地區社會 (Concern for Community) 

合作社經由社員認可的政策，為社會、地區的永續發
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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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的權利，依權利行使的目的為標準，可區分為共
益權與自益權。 

(一)共益權:係指社員以自己的利益和合作社的利益為目的，
而行使的權利 。依合作社法規定，社員的共益權有下列數
項.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法 32 )  

2. 解除理、監事職權。 (法42 )  

3. 出席社員(代表)大會，提案及表決權。(法49細則31)  

4.決議取消請求權。 (細則32 )  

5.大會召集請求權。 (法47 ) 

6.各類書表查閱權。 (法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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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社社員權利與義務 



(二)自益權:係指社員以自己的利益為目的而行使
的權利，亦即社員自身的利益，可向合作社主張
的權利。茲分述如下: 

1、利用合作社的權利。 (法3) 

2、結餘分配權。 (法24)  

3、股金退還請求權 。(法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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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社員權利 



合作社是社員為了自助互助的目的所共同組
成的經濟團體，為社員謀求利益。因此社員要從
合作社獲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須盡心愛護與支持
合作社，履行應盡之義務。一般而言，社員的義
務有下列幾種: 

(一)遵守社章契約的義務 。 

(二)出席社員大會並遵守其決議的義務。 

(三)提供資金的義務。(法l7) 

(四)負擔損失的義務。(法30 ) 

(五)忠實利用合作社的義務。(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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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社員義務 



綜觀社員的權利與義務，發揮社員的角色，
仍須有下列條件 :  

1、社員同意合作社所提供的利益，體認個人與社
之利害攸關。  

2、社員要有民主素養。  

3、合作社嚴守社員的信託。  

4、社員有充分的資訊 。  

5、社員有機會參與合作社的經營。 

合作社的力量，來自社員的參與。因此，以
適當的教育、文化活動，鼓勵社員正確的積極參
與，是合作社的組織與經營良性發展之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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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社員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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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籌備會:發起人接到主管機關許可籌組
之公文後，應即組成籌備會，如發起人太多
召集不易，可推選籌備委員，組成籌備委員
會，籌備(委員)會互推召集人(主任委員)一人，
負責召集籌備(委員)會，推動合作社籌組工作，
及對外界聯繫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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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設程序之成立籌備會 



(1) 章程內容: 依合作社法第九條之一規定， 
合作社章程應載明各事項: 

一、名稱 

二、責任 

三、社址 

四、組織區域。 

五、經營業務種類。 

六、社股金額及其交納或退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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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研訂章程草案 



七、保證責任合作社社員之保證金額。 
八、社員之權利、義務。 
九、職員名額及權限、任期。 
十、營業年度起止日期。 
十一、盈(結)餘處分及損失分擔之規定。 
十二、公積金及公益金之規定。 
十三、社員資格及入社、退社、除名之規定。 
十四、社務執行及理事、監事任免之規定。 
十五、定有存立期間或解散事由者，其期間或事
由。 
十六、其他處理社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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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研訂章程草案 



A、營運計畫書內容 

(a)狀況分析 

問題緣起:說明合作社為實現社員共同需要，
有待解決之問題。 

內、外環境分析:蒐集主客觀環境有關資料作
有系統分析。 

(b)計畫目標: 計畫目標應根據社員共同需要， 
與內外環境分析結果，設定社務、業務、財
務等三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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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擬訂營運計畫書及收支概算 



(c)實施計畫: 達成目標的方法、進度、及所需經
費 
• 社務計畫:以人為重點 
• 業務計畫:以事為重點 
• 財務計畫:以錢為重點 
(d)未來展望: 計畫實施完成後之成果與未來發展
之評估 
B、收支概算內容 
(a)各項收入概算 
(b)各項支出概算 
(c)餘絀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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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擬訂營運計畫書及收支概算 



C、徵求社員， 招募社股。 

D、準備召開創立會有關事宜。 

(a)決定創立會時間、地點。 

(b)準備創立會議程資料。 

(c)準備理事、監事選舉事宜。 

(d)社員人數超過二百人， 不易召集時， 可分
組選出社員代表出席，出席社員代表大會(選
罷辦法4 ) ，其選舉方法與名額，依章程規定
辦理。 

(e)請主管機關列席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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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擬訂營運計畫書及收支概算 



1.召集會議:創立會是合作社的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
籌備會於開會七日前，以書面載明召集事由及提議
事項通知社員(代表) ，請其準時出席。 

2.會議主席及紀錄 

(1)主席:於正式開會前，由召集人負責，請出席之社
員(代表)，共同推選會議主席一人，主持會議。 

(2)紀錄: 由會議主席指定， 或公推一人擔任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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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會:第一次社員大會 



(1)報告籌備經過:由會議主席自己或指定專人報告 

(2)發起人辦理入社手續: 發起人須填入社志願書， 但介紹人
欄可空著不填。 

(3)討論通過章程草案。 

(4)討論通過業務計畫書草案及收支概算， 交由理事會執行。 

(5)決定第一次應繳股金及期限: 合作社股金， 可分期交納，
但第一次所交股款，不得少於所認股款四分之一(法1 7 ) 。 

(6)決定申請成立登記日期。 

(7)其他自籌備人員提出之有關問題， 或社員( 代表) 臨時動議，
付諸討論。 

(8)選舉理事及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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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社員大會應做事項 



(1)大會開始 

(2)主席報告(先報告出缺席人數，再報告籌備經過) 。 

(3)主管機關代表致詞。 

(4)來賓致詞。 

(5)討論事項: 

– (a)本社章程草案請討論案。 

– (b)本社業務計畫草案， 請討論案。 

– (c)本社收支概算請討論案。 

– (d)第一次應繳社股( 股金) 期限， 請討論案。 

– (e)本社申請登記日期，請討論案。 

(6)臨時動議。 

(7)選舉理事及監事。 

(8)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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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社員大會程序 
 



六、結論 
• 全球在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下，資本主義盛行，出現貧富差
距擴大、住宅供應不足和低收入、中等收入家庭無法負擔的嚴
重問題。 

• 住宅合作社已被證明是輔助政府住宅社會政策、改善社員住宅
條件、提供跨世代居住、提升城市永續發展的有效模式。 

• 在德國，住宅合作社已被證明為改善社員住宅條件的有效模式，
並「涓滴」到城市其他民眾。鄰里合作和高品質住宅建設，有
利於穩定居住環境、多元化住宅供應及所有權結構。通過社員
參與模式之民主經驗更加強社區及公民行為(Beetz, 2005) 。 

• Thériault 等學者(2010) 使用混合研究法(質化及量化並行)來評估
住宅合作社居民的生活質量，發現加拿大住宅合作社居民搬入
前後，在生活、住宅、鄰里、自信、食品和財務狀況等六個方
面有顯著正向改變。 

• 「老年生活品質保證」、「跨世代居住生活」和「永續發展」
為世界各國住宅合作之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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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參與力(互助、合作人本倫理教育) 

倫理組織擴散(跨社群、跨組織) 

社區社會多目標深耕(跨世代休戚相關經濟) 

謝謝參與! 

「住宅是人民生活的基礎，也是人民需求的重中之重。
我們應確保住宅政策成為政府施政的優先事項。 
一、政府應該讓所有人都可以獲得、負擔得起住宅; 
二、住宅將與永續發展，高效率之能源政策相結合; 
三、住宅是令人感到安全，並能充分發揮潛力之處」。 
歐洲住宅聯盟(Housing Europe) 的「2015年歐盟住宅分析」報告  

住宅合作社之社會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