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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與本案定位 

(一)、 本案緣起 

 OURs 都市改革組織長期關注台灣的都市與住宅課題，屬於政策研究及倡議

型組織，自 2010 年至今，不斷致力於不動產市場改革、實價登錄、社會住宅、

都市更新、文化資產的議題串聯與制度改革，相關成效有目共睹，可說是台灣在

都市、空間、住宅議題最具代表性的 NGO。 

 晚近，台灣正面臨社會與經濟的轉型期。社會方面，高齡少子化、社會關係

重組、共享理念崛起等現象，過去以家庭為核心連帶的社會勢必需要調整；此外，

經濟面向也有相同情況，貧富差距持續擴大、高不可攀的房價、社會住宅不足的

現況下，OURs 考量到住宅市場改革困難且國家直接補貼的能量有限，思考除了

國家與市場之外的第三條路，即由民間自我組織住宅合作設興辦的「合作住宅」。

因此，於 2018 年遠赴德國柏林參訪，並正式啟動合作住宅一系列倡議，將合作

住宅設定為 OURs 下一階段的重點標的。 

    OURs 為積極推廣合作住宅理念，2019 年獲公益金贊助「居住的另一種選擇：

合作住宅政策倡議與教育推廣計畫」且獲得巨大迴響後，奠基於過去的成果，2021

年再執行「買與租之間：合作住宅理念深化與在地生根計畫」（簡稱本案）。 

 歷經兩年的倡議和推動，OURs 逐漸凝聚更具體的目標族群及策略，將本案

目標對象分為一般大眾（認識合作住宅）與特定對象（想做合作住宅）。一般大

眾將進一步擴展《合作宅一起》紀錄片效益，主動接洽潛在團體進行互動，並出

版台灣第二本合作住宅專書《互住時代：打造社區共融生活的合作住宅》

（CoHousing Inclusive: SELF-ORGANIZED, COMMUNITY-LED HOUSING FOR ALL），介

紹更多樣的國外案例、機制及融合台灣經驗；特定對象則擴大既有的合作住宅平

台網絡，培力更多合作社共同加入，並共同撰寫教育手冊，累積知識與宣廣理念。 

 本案的內容概要如下： 

1. 社會教育和推廣行動：以《合作宅一起》巡迴放映宣講為主，除主動接觸潛

在團體並開放各界申請。《互住時代》出版後，並辦理一系列新書發表活動。 

2. 公共論述建構與出版：除獨立出版《互住時代》，也邀請專家學者撰寫書評、

專文擴大民眾視野。亦跟網路媒體「眼底城事」合作「一起合作住宅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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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深度介紹主題案例，持續累積相關論述。 

3. 合作住宅民間網絡串聯：2020 年 3 月催生「合作住宅推動聯盟」（簡稱合盟）

連結八個團體後（住宅合作社、共居社群、倡議型組織），持續進行內部交

流、例會及不定期參訪交流。 

4. 《合作住宅進。行。式》出版：有鑑於大眾對於合作住宅並不熟悉，OURs 撰

寫 QA 手冊（PDF）並廣為發布，從理念、案例、機制，最後回到台灣現場，

讓民眾得以快速認識合作住宅，並有機會參與其中。 

(二)、 合作住宅概念與必要性 

 合作住宅（Co-housing）泛指由一群志同道合者組織為意向性社群（intentional 

community），透過共同合作，直接參與住宅生產模式，如集資、找地、規劃設計、

興建、自我營運等，打造符合其需求的居住社區。此模式於上世紀 70 年代發韌

於歐陸（丹麥、瑞典、挪威、荷蘭、德國等），80、90 年代擴展至美國、加拿大、

澳洲、紐西蘭等國家，亞洲國家如日本於 70 年代後也有一波合作住宅運動，南

韓則於近年正積極發展。 

 
圖 1 合作住宅（意向型社群）分布圖  

資料來源：Foundation for Intentional Community1 

 不同於一般市場機制下房屋生產消費模式，合作住宅在實踐上強調回歸居住

本質，價格之可負擔，共有設施的使用共享，其理念與機制已為國際社會所肯認。

包括： 

1.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四號一般性意見「適足住房權」（1991），

指出國家應致力於群體的「自助（self-help）」住宅供給模式。 

2. 聯合國人居三會議提出之「新都市議程」（2016），強調各國應致力發展「居

                                                      
1 https://www.ic.org/directory/maps/（瀏覽日期：2020/10/20） 

https://www.ic.org/directory/maps/


3 

住的社會化生產」。 

 目前臺灣正面臨高齡化、少子化、家戶規模小型化、房價高漲、社會住宅數

量不足及新形態居住價值崛起等社會變遷下，相較於一般住宅與社會住宅，合作

住宅有潛力做為民眾獲得穩定、有品質、可負擔的居住的另一種「選擇」： 

1. 合作住宅可服務新的「居住需求」。於高齡少子化、單身家戶增長等社會趨

勢下，浮現新的居住需求，過往以「家庭」為連結的社會面臨改變，取而代

之的是更著重居住之「社群」互助來提供照顧、化解孤獨疏離，此為合作住

宅的強項與潛力所在。 

2. 合作住宅可滿足新的「價值選擇」。從主張介入商品生產、分配、消費的共

享經濟，到認同社群攜手實踐優質生活環境的社區營造理念，乃至看重「合

用、好用、會用」之居住品味，合作住宅提供了民眾市場住宅難以滿足的居

住選擇。 

3. 合作住宅可「舒緩居住經濟負擔」。面對高房價居住壓力，合作住宅藉由「反

求諸己」－民間自我組織合作，為認同「房子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民

眾（特別是青年世代），提供一個以可負擔價格實現穩定居住的途徑。 

 就各國合作住宅實際發展經驗，合作住宅最常見之運營主體為合作社。原因

無它，即合作社強調民主決策機制，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之基礎上，以共同

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利益與生活改善的理念，與合作住宅完全契合。且《合作

社法》已明確規範「住宅公用合作社」此類型，爰此，期以合作社型式推動台灣

合作住宅之發展。 

(三)、 現階段面臨之課題 

 以合作社推展合作住宅的理念聽起來相當良善且具有潛力與必要性，但根據

我們的初步研究，現行主要仍面臨以下困境： 

1. 理解認知不足：合作住宅發展雖是國際趨勢，但台灣因長期習於市場商品化

機制，對合作住宅理念、內涵仍屬陌生，導致民間多數仍不熟悉有此種居住

模式，政府也未將住宅合作社納入政策支持鼓勵對象。 

2. 協助培力闕如：合作住宅事業興辦，除合作社組成外，另涉及土地、建築、

營造、財務、法規等事宜，亟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合作社法》第 54-2 條，

訂定「輔導、管理、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給予必要的協助與培力。 

3. 貸款融資不易：住宅合作社不同於一般金融機構所熟悉的市場住宅開發模式，

住宅合作社係由民眾集資，以非營利的模式，透過長期租金攤還，且貸款主

體為合作社，而一般金融機構不僅對於合作社內涵不熟悉，對於合作社申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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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也較有疑慮。而現行相關法令對於辦理合作住宅之合作社並無擔保機制，

亦影響金融機構放貸的意願。 

4. 土地取得困難：土地與建物的取得，無論是私有或公有都相當困難。私有部

分，因長期稅制較低且民間投資風氣較盛，使得土地價格昂貴，取得不易。

公有部分則面臨資訊取得以及既有法規限制的困境。 

5. 稅務認定疑慮：住宅合作社其持有方式之特殊性，不同於民間市場為營利出

租，為了維繫自主運作與防止產權市場化機制，產權登記為合作社所有，其

實質為社員（住戶）自住，但在稅務認定上可能被誤以為屬單一所有人（法

人）持有多戶房屋狀態，將被課以較重的稅率，使得住宅合作社之持有成本

提高，不利於合作社之經營管理及永續發展。 

 其中，社會各界認知不足乃最重要的面向，唯有各界對於合作住宅有清楚的

認知，其他政策推行才具有可能性。這也是本案的核心理念，透過不斷深化的教

育推廣，提倡居住的另一種可能性：合作住宅。 

二、 倡議與推廣成果 

 OURs 設定合作住宅作為下階段主要的倡議與推廣議題，延續過往推動社會

住宅的成功經驗與模式，從網絡串聯、公共論述與社會教育等多方面著手。 

(一)、 社會教育和推廣行動 

主要分兩個層次，合作宅一起巡迴再進化部分，上半年延續紀錄片放映及合

作住宅宣講，另一是自 OURs 於 2021 年 11 月在台北舉辦首場新書發表會後，至

12 月密集巡迴台南、高雄、宜蘭、花蓮、台中、雲林、基隆接力辦理發表會，同

時邀請在地合盟夥伴或地方公民組織、專家學者參與對談，八場共觸及約 200人。

回饋主婦兩場，一場假 12 月台中場辦理，另一場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尚未辦理。 

此外，也跟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合辦「合作經濟與社會共融」系列

活動，除辦理三場前導主題座談，更邀請國外合作住宅團體無殼蝸牛住宅合作社

和不只是居住合作社於線上論壇分享寶貴的籌組經驗。 

1. 《互住時代》新書巡迴發表會 

《互住時代》新書巡迴發表場次 1 台北場—歡迎光臨互住時代！ 

時間：2021 年 11 月 13 日（六） 

地點：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出席人次：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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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說明】台北首發場隆重安排上下半場、不同層次切入精彩對話。開場特別

邀請德國主編方孟珂（Michael Lafond）透過預錄短片跟台灣讀者推薦《互住時

代》，後邀請協力夥伴：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常務董事林玉珮及台灣民眾黨

立法委員蔡璧如致詞；接著由 OURs 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彭揚凱就出書脈絡、在

台灣推動合作住宅倡議之定位做扼要的前導鋪墊。 

 

上半場，台大城鄉所副教授康旻杰就本書重點「共融（inclusive）」說明其文化意

涵；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曾光宗則由社會凝聚力、城市中的居住發展以肯認合作

住宅營造社群之重要性；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張金鶚再就台灣房地產現實環境

來回應合作住宅的可行性。下半場由三組實踐夥伴登場，陳尚鋒建築師溫柔述說

一群華德福家長如何悉心構建出孩子大人都能快樂生活的幸福家園；台中楓生共

居公寓發起人張詠卿帶來自地自建但朝混齡共生目標邁進的素人經驗；基隆五根

社區代表鄭伊珊、林沂郁則分享五個家庭怎麼把生活過得很有趣的默契，希望這

些實際案例能鼓舞有志興辦合作住宅的夥伴們對投入行動醞釀產生更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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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住時代》新書巡迴發表場次 2 台南場—青年來鬥陣、合作真有力 

時間：2021 年 11 月 20 日（六） 

地點：台南新芽 

出席人次：20 人 

 

【活動說明】：台南文化古都質的加上慢生活閒適步調，吸引移居人口遞增，房

價及地價已被炒作飆漲，2021 年《天下雜誌》11 月號專題—炒房之島，指出這

波中美貿易戰、全球供應鏈重組裡，台灣最大投資潮帶來全島大炒房逃無可逃，

全台 50 區預售屋房價不到 2 年漲破 10%，最誇張的即是台南東區漲逾 91%名列

第一。同時，long stay 共居模式亦逐漸興起。年輕世代社會創新的活力創意使地

方正在產生不一樣的風景，公民串聯一讓台南變得更好且宜居，該場次跟在地公

民團體台南新芽協會合辦，並由嚴婉玲理事長擔任主持人。OURs 先報告首爾「無

殼蝸牛住宅合作社（Minsnail Housingcoop）」案例來回應、啟發年輕世代展開行

動。接著開放台灣租屋資料成員 Ddio 從居住者社群自力角度、台灣勞工陣線研

究部主任洪敬舒以居住的合作經濟為題，開啟青年如何安居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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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住時代》新書巡迴發表場次場次 3 高雄場—老區要新生、社群來合作 

時間：2021 年 11 月 30 日（二） 

地點：打狗文史再興會社 

出席人次：25 人 

 

【活動說明】：2012 年哈瑪星新濱老街廓開闢案，高雄市政府欲將公有地廣三用

地開闢成停車場，街廓居民跟一群愛護高雄歷史文化的夥伴組織起來成立打狗文

史再興會社，持續關心並推動大高雄的文史保存與再生。而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

近年來也發展關注高齡友善、老屋新力等相關居住課題，繼前年《合作宅一起》

紀錄片巡迴放映，此乃第二度合作。 

 

OURs 先介紹加拿大「海港邊（Harbourside Cohousing）」共老案例來開展對安居

的思考，並補充閒置空間再利用作為合作住宅行動方案之參照。特別邀請合作住

宅推動聯盟的高雄夥伴：高雄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現身說法，他們是一群愛奇

兒（身心障礙孩童）家長，迄今仍不易被社會理解接納，渴望打造一個互助合作

的共伴家園，但在高房價炒作的現實下舉步維艱。接著，打狗文史再興會社理事

陳坤毅以《高雄公共住宅簡史及現代挑戰》為題帶來豐富的文史考研報告，第一

社大「老宅回春」呂致遠老師亦到場參與交流。現場迴響熱烈，兼顧街區特色活

化社區營造乃至結合共融居住，或是未來哈瑪星可持續探索的地方創生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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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住時代》新書巡迴發表場次場次 4 宜蘭場—好山好水好厝邊 

時間：2021 年 12 月 5 日（日） 

地點：城鄉潮間帶 

出席人次：25 人 

 

【活動說明】：被雪山山脈和中央山脈包圍、東臨太平洋的宜蘭好山好水，遠避

城市塵囂的田園恬靜景緻加上深厚的人文氣息底蘊，吸引大批人口移居。買塊便

宜農地蓋個豪華農舍，過去幾十年來相當流行，其零星遍布使農地破碎化，農地

炒作亦引發諸多爭議。廿餘年來深耕宜蘭、關注農村議題的陳育貞老師 2017 年

成立城鄉潮間帶，致力於與在地社群共同發展出各種環境學習的多元可能性，擔

任此場次主持人，OURs 秘書長彭揚凱也是宜蘭人，故特別到場跟在地鄉親互動。 

 

主要分享人、合作住宅推動聯盟的宜蘭夥伴—謝佳真、陳尚鋒夫婦，為冬山幸福

家園實驗社區核心發起者，2018 年 15 戶正式入住。原本兩人在台北打拼，在育

兒與工作間疲於奔命、窘迫到難以呼吸的佳真想起，小時候曾經驗過在宜蘭鄉下

阿嬤家村落裡無形感受到永續、安心的關係，便強烈希望打造一個除了提供孩子

理想的教育環境，並讓大人小孩都能幸福快樂健康的社區。這一段合作住起來的

過程充滿波折，他們合力同心一關關闖過終究圓夢，證明了決心想做最重要，溝

通到興造也提供了寶貴的 know-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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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住時代》新書巡迴發表場次場次 5 花蓮場—寬闊自在來合作 

時間：2021 年 12 月 12 日（日） 

地點：生活憩息 

出席人次：15 人 

 

【活動說明】：東海岸的花蓮仍保有天開地闊的自然條件，生活步調悠閒，同時 

也存在老化問題及人口外流危機。一波波島內移民從城市出走來此追尋新理想生

活；當後疫情時代來臨，花蓮人口結構單純且密度低，亦成為最佳移居選項之一，

繼續推高近年來被投資客炒作的鄉漲。生活憩息（Breathing Life）雖是民宅，主

理人葉秀燕為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把自家開放為社區基地，倡

導食農教育、與鄰共生，積極實現各種互助共好。呼應現地條件，OURs 則介紹

英國第一個結合生態村和合作住宅案例「Low Impact Living Affordable Community」。 

 

 

《互住時代》新書巡迴發表場次場 6 台中場—營造以人為本的合作社群住居 

時間：2021 年 12 月 19 日（日） 

地點：台中創新實驗基地 

出席人次：30 人 

 

【活動說明】：六都台中市漲幅居冠，2021 年更達 100%。合盟夥伴台中友宅社

仍努力在艱困中不輟推動合作住宅及合作教育，期透過合作、共居的國內外案例

及推動經驗分享，令更多人加入這行列。活動上半場先由 OURs 秘書長彭揚凱引

介合作住宅，接著由中原大學地景建築學系副教授連振佑講述社造和日本案例。

下半場則邀請到台灣正在進行共居實務的參與者，一位是打造三組好朋友共居

「草不草」社區的姜樂靜建築師，另一位是豐原楓生共居公寓發起人張詠卿。從

論述到進行式的豐富交流，雖然各地條件資源不同、主題有別，但都勾勒出以人

為本的概念，無論如何，在嚴峻的高房價世道中，在在提醒人們關於居住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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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住時代》新書巡迴發表場次場次 7 雲林場—護老共生 

時間：2021 年 12 月 17 日（五） 

地點：古坑國際心靈生態村麻園工作室 

出席人次：20 人 

 

【活動說明】：本場此來到合盟夥伴常樂苑位於雲林的心靈生態村，與更多福智

團體的同修進行互動。OURs 先介紹了共老及生態案例，並由召集人曾旭正教授

帶領對話，如何在既有農村社區點狀擴大合作面將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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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住時代》新書巡迴發表場次場 8 基隆場暖身場—當我成為我們 

時間：2021 年 11 月 6 日（六） 

地點：86 設計公寓 

出席人次：10 人 

 

【活動說明】：有沒有覺得基隆最近變得不一樣了？市政府盤點全市老舊宿舍，

86 設計公寓就是其中之一；經過這幾年都發處及各階段進駐團隊的累積跟參與，

如今 86 設計公寓成功轉型成為一個新的孵育、孵化再生青創基地，逐漸引動居

民也投入進來，讓這裡成為地區性的再生亮點。去年 11 月再徵選出五組再生與

青創團隊進駐，本場次受其中樂心書室邀請，搭配水岸生活節活動進行新書發表。 

 

 

2. 合作宅一起巡迴再進化：紀錄片放映及合作住宅宣講 

    去年宣講場次頻率因下半年人力主要投入專書出版作業及安排後續新書巡

迴發表會而降低不少，同時也深受 Covid-19 疫情影響的現實，在防疫優先、保持

社交距離的前提下，實體座談只能低度運作。尤其因為合作住宅講求人與人之間

的討論互動，如改為線上宣講，恐怕效果亦不彰。不過整年度仍有 18 場，學校

方面的邀請占多數，觸及約 300 人次。而潛在社群的主動連結仍為下階段的重點

工作，畢竟意向性社群的內聚力才是發動住宅共住的基石。 

2021 年推廣總場次包括： 

場次 時間 邀請單位 

1 1 月 8 日（五）紀錄片放映 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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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月 20 日（三）合作住宅宣講 一碼 IMMA—人與物的再生基地 

3 1 月 10 日（日）紀錄片放映 社團法人中華康源活力行願會 

4 2 月 3 日（三）合作住宅宣講 天龍房屋系列講座 

5 3 月 13 日（六）紀錄片放映 珍遇珍寓 

6 4 月 3 日（六）合作住宅宣講 2021 公民書展系列講座 

7 4 月 23 日（五）合作住宅宣講 淡江建築系 

8 4 月 30 日（五）紀錄片放映 高雄市港都社區大學 

9 8 月 14（六）合作住宅宣講 706 青年空間線上沙龍 

10 12 月 16（四）紀錄片放映 台南社區大學 

11 1 月 9（日）合作住宅宣講 好好時光－勵馨公益咖啡館 

12 1 月 12（三）合作住宅宣講 有限責任臺南市平安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 

13 1 月 15 日（六）合作住宅宣講 太平國小都發處會議室 

14 1 月 16 日（日）合作住宅宣講 基隆小獸書屋 

15 2 月 12 日（六）合作住宅宣講 2022 公民書展系列講座 

16 4 月 7 日（四）合作住宅宣講 北科大建築系 

17 4 月 8 日（五）合作住宅宣講 北教大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8 4 月 9 日（六）合作住宅宣講 一碼 IMMA—人與物的再生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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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作經濟與社會共融」論壇及系列講座 

前導「不只是居住，更要共融生活」系列座談（一） 

講題：姐姐妹妹住起來 

時間：9 月 24 日（五） 

與談人：沈秀華（婦女新知基金會監事）、朱剛勇（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 

 

 

 

 

 

 

 

 

前導「不只是居住，更要共融生活」系列座談（二） 

講題：互助照顧安心老 

時間：9 月 25 日（六） 

與談人：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王增勇（政大社工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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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不只是居住，更要共融生活」系列座談（三） 

時間：10 月 8 日（五） 

與談人：鄭智偉（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社工主任） 

    賴正哲（同運倡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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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經濟與社會共融」論壇：住宅合作社場次 

時間：10 月 30 日（六） 

與談人：南韓無殼蝸牛住宅合作社 

    瑞士不只是居住合作社 

    無殼蝸牛住宅合作社為南韓經典案例，年輕人因不滿居住問題而組成倡議團

體再成立合作社實際投入興辦，其機制成功累積 18 處蝸牛屋。不只是居住合作

社則緣起於蘇黎世非營利住宅百年活動示範計畫，為可容納千人的大型創新方案，

過程中讓 30 個社區社團民主參與打造共融環境，榮獲 2016 聯合國世界人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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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論述建構與出版 

1. 獨立出版《互住時代》 

OURs 於 2019 年取得長期合作的德國柏林 ID22 創造性永續協會授權兩本專

書 "CoHousing Cultures: Handbook for Self-Organized, Community-Oriented and 

Sustainable Housing"、 "CoHousing Inclusive: SELF-ORGANIZED, COMMUNITY-LED 

HOUSING FOR ALL"，在台灣翻譯繁體中文並推動出版，引介國外當前熱門的合作

住宅理念，透過多樣化的歐洲案例，打開台灣的合作住宅想像。 

繼 2019 年 10 月推出第一本入門書《合作住宅指南》（行人出版）後，OUR

再於 2021 年 10 月獨立出版進階版《互住時代》，跟前本最大差異在融入「共融

（inclusive）」概念，並補充諸多機制，直面變動中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挑戰。

行銷上特別採取預購方案（優惠價且贈送獨家口罩），上市後轉為一般經銷通路。

截至 2022 年 4 月，首刷 2,000 本已販售近 1,500 本成果豐碩，並回饋主婦聯盟

生活消費合作社 30 本。 

 

理念、實踐、機制、未來，四大主題一次擺開 

數十種不同合作住宅嶄新模式，且囊括多個城市治理創新及民間互助網絡機制 

New 全彩圖文，豐富的小檔案、手繪插畫、名詞解釋 box 滿滿吸收！ 

中文版獨家收錄前言、後記接台灣地氣！ 

 

 

 

 

 

 

 

 

 

            圖 2 英文原書（左）、《互住時代》（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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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 《互住時代》宣傳行銷 

  搭配《互住時代》專書出版，於鳴人堂、獨立評論@天下等網路平台撰寫文

章，並擴及 Openbook 閱讀誌網媒進行行銷或其他平台（關鍵評論網、思想坦克、

未來城市@天下等）書摘合作，多元切入引介合作住宅理念。 

a. 書評（1）鳴人堂 

篇名：合作，是無殼蝸牛的春天嗎？—評《互住時代》 

作者：洪敬舒（OURs 都市改革組織理事） 

連結：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838/5902099 

 

b. 書評（2）獨立評論＠天下 

篇名：《互住時代》：一條「不容易，但值得」的住居合作之路 

作者：謝杏慧（OURs 都市改革組織理事） 

連結：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90/article/1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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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書評（3）Openbook 閱讀誌 

篇名：OB 短評》#350 想像棲身之地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連結：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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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書摘（1）關鍵評論網 

篇名：《互住時代》：如何邁向「共融」？台灣推動合作住宅的切入點 

作者：彭揚凱、詹竣傑（OURs 都市改革組織） 

連結：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8112 

 

 

 

 

 

 

 

 

 

 

 

e. 書摘（2）思想坦克 

篇名：迎向共融合作住宅的挑戰和願景 

連結：https://reurl.cc/3org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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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書摘（3）未來城市＠天下 

篇名：拚居住正義早有方法，只缺決心！德國實現永續住宅的 3 種路徑 

連結：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2400 

 

 

g.  書摘（4）未來城市＠天下 

篇名：房價全德第四高！圖賓根如何創造「社區經濟」來對抗炒房？ 

連結：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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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眼底城事「一起合作住宅吧」專欄 

    自 2021 年 12 月開始跟城市空間網站「眼底城事」合作全新專欄，1-2 個月

深度介紹一個主題案例，包括性別友善：Village Hearth Cohousing、單身熟齡女性：

New Ground Cohousing、年輕世代：Minsnail Housing Co-op、生態：Low Impact Living 

Affordable Community、大學宿舍：Harkness House、共老：Harbourside Cohousing、

都市更新：Mehr als wohnen 等經典案例，期對於怎麼做能累積更多 know-how。 

 

 

4. OURs 官網專文 

透過與實習生的合作，撰寫兩篇日本合作住宅專文兩篇。 

a.  專文（1） 

篇名：日本合作社住宅的四個發展：潛伏期、黎明期、發展期與多樣化時期 

作者：菅沼毅 

連結：https://ours.org.tw/2021/07/30/japan_co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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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專文（2） 

篇名：【合作住宅】終の家－日本龍崎長者村 

作者：菅沼毅 

連結：https://ours.org.tw/2021/09/14/japan_cohous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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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住宅民間網絡串聯 

OURs 積極打造合作住宅的民間網絡，合盟現共有九個單位，除了倡議型組

織 OURs，另包括以住宅合作社占大半的保證責任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

有限責任新北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有限責任台中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有

限責任常樂苑住宅公用合作社、有限責任高雄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有限責任

台灣樂齡住宅公用合作社及幸福家園實驗社區、豐原楓生共居公寓兩個共居社群。 

 

合盟約 2-3 個月開會一次，由於成員來自北中南，所以輪流至不同夥伴的主

要基地。例行性的開會不只是聯繫感情，更重要的是交換各自的知識避免走冤枉

路，以及相互打氣凝聚後續倡議行動的共識。惜 2021 年受 Covid-19 疫情影響，

保持社交距離之下，合盟夥伴進度多有所停滯，例會也採滾動式修正為線上會議。 

 

圖 3 第四次例會@線上（2021 年 6 月 4 日） 

 

 

 

 

 

 

 

 

 

 

 

 

 

圖 4 第五次例會@豐原楓生共居公寓（2021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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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合作住宅進。行。式》出版 

  經多年努力，OURs 逐步累積合作住宅的理念論述、推動模式與政策邏輯，

正該整理出版有系統性且屬於台灣的資料了！為簡明易懂並廣為流通，以 QA 形

式穿插國內外案例及圖表，讓想了解的夥伴能快速掌握方法！本手冊透過三個章

節有層次地介紹邁向合作住宅之路。如果想知道合作住宅是什麼？請閱讀第一章

〈關於合作住宅〉的定義、特色、類型、優點，及在台灣推動的必要性。如果是

想做合作住宅的夥伴，第二章及第三章是入門首選。第二章〈一起住宅合作社吧〉，

討論為何住宅合作社是較佳的組織形式，國外又有哪些常見政策協助；第三章〈住

宅合作社在台灣〉則探究過去到現在的發展狀況、可能遇到的課題跟未來行動的

方向。本手冊回饋主婦聯盟合作社 100 本，內容精選十五題 QA，分述如下： 

第一章〈關於合作住宅〉 

Q1‧什麼是合作住宅？ 

Q2‧合作住宅有什麼特色？ 

Q3‧合作住宅有哪些類型？ 

Q4‧合作住宅有什麼優點？ 

Q5‧合作住宅跟宿舍、共居公寓有何不同？ 

Q6‧為什麼在台灣要推動合作住宅？ 

第二章〈一起住宅合作社吧〉 

Q7‧什麼是住宅合作社？ 

Q8‧住宅合作社有什麼組織特色？ 

Q9‧住宅合作社的興辦模式有哪些資源？ 

第三章〈住宅合作社在台灣〉 

Q10‧為什麼台灣需要住宅合作社？ 

Q11‧台灣有過住宅合作社嗎？ 

Q12‧目前台灣住宅合作社的現況發展如何？ 

Q13‧住宅合作現階段須需突破的課題為何？ 

Q14‧什麼樣的人適合投入合作住宅？我適合嗎？ 

Q15‧我對合作住宅及住宅合作社有興趣，下一步該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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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續發展 

1. 持續政策倡議 

合作住宅相關的政策千瘡百孔，從教育培力、土地、融資、稅賦等都相當殘

缺，而下一步仍應當優先深化教育推廣。OURs 與合盟夥伴多次拜會合作社中央

主管機關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正極力爭取「合作事業推動地方

創生輔導計畫」補助，期將之投入合作教育推廣並成立專業諮詢平台。此外，OURs

持續跟進監察院合作事業專案調查，去年底監院公布調查報告、要求行政院檢討

改進後，正協助蒐集民間意見以規畫後續倡議策略；同時進行立法院遊說，在《住

宅法》修法及倡議合作經濟發展上逐步長期推展。 

2. 民間社群串聯 

持續經營合作住宅推動聯盟網絡，透過 2-3 個月一次的例會，相互聯繫感情，

交換專業知識及實作經驗，並滾動擴大連結，邀請具積極意願、已自我組織的潛

在團體加入合盟，擴大實質影響力，民間行動和論述並行以凝聚共同倡議的力量。 

3. 找尋實驗案例與組織社群 

  「台灣有沒有案例？」是我們最常被問的問題。短期，因為政府法令機制尚

未到位，民間必須「靠自己」，在標的物難尋的現況下，多數夥伴尚在努力突破；

另，OURs 也透過過去累積的政治倡議人脈，遊說地方政府進行專案實驗計畫，

以社會住宅合作化或閒置公有財產活化來落實合作住宅理念，近期正積極研擬新

北市土城員和段青年社會住宅共居樓層及台中光復新村和基隆市公有閒置宿舍

ROT 活化的可能。同時，OURs 也正啟動培養城市裡的年輕世代（比如台北市社

會住宅青創戶）形成社群，期促成未來可實際投入共住改革實驗方案的組織。 

4. 擴大教育推廣、豐富溝通工具 

基於群眾認識合作住宅的機緣不同，實體放映紀錄片與主題案例宣講仍是長

期推動合作住宅的目標。除了的《合作宅一起》放映，為彈性搭配不同內容供申

請社群應用，去年度增加五個主題選項（共老、生態、性別友善、單身女性、年

輕世代）並陸續發表專文發布於網路專欄，更加深入研究經典案例從組織如何形

成、所因應居住問題、參與式規劃、關卡如何克服、共享軟硬體的設計等整個住

宅生產模式，希望帶給民眾更具啟發且清晰的示範。全年度社會教育活動明顯受

Covid-19 影響而低度辦理，不過，藉由 10 月底跟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協辦

「合作經濟與社會共融」論壇之前導系列座談，仍初步跟不同潛在團體連結，包

括性別友善團體（同志諮詢熱線、婦女新知）、樂齡族（荒野保護協會）、弱勢居

住（女性無家者）等，為日後的合作可能奠定認識基礎。第二本合作住宅專書《互

住時代》、《合作住宅進。行。式》QA 手冊亦順利出版，將作為新的溝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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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支出明細表 
     

本計畫向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公益金申請補助（150,000 元），而其他

執行本案的費用由 OURs 自籌（1,288,000 元）。 

 

項目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教育

推廣 

合作宅一

起巡迴再

進化 

公播費 場 5 3,000 15,000 

由主婦聯

盟生活消

費合作社

公益金申

請補助 

講師費 場 18 2,000 36,000 

《互住時

代》出版 

版稅／權利金 筆 1 25,000 25,000 

翻譯費 筆 1 45,000 45,000 

封面設計 筆 1 10,000 10,000 

內頁編排（含設

計） 
筆 1 19,000 19,000 

印製費（2,000

本） 
筆 1 150,000 150,000 

由 OURs

都市改革

組織自籌 

新書分享會 場 8 5,000 40,000 

組織

培力 

《合作住宅進。行。式》QA

手冊美編設計 
筆 1 30,000 30,000 

手冊印製 本 2,000 20 40,000 

人事

費用 

計畫主持人 人月 12 20,000 240,000 

專案執行 人月 12 35,000 420,000 

執行助理 人月 12 20,000 240,000 

工讀費 人 26 3,000 78,000 

雜項

支出 
雜支、耗材、交通費 式 1 50,000 50,000 

合計 1,4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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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合作住宅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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