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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44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684 號

案由：本院委員江永昌等 22 人，鑒於住宅公用合作社所興辦之合作
住宅亦為健全住宅市場之助力，其地位、獎助輔導機制、參
與社會住宅經營之條件等規範卻付之闕如，爰提案修正「住
宅法第三條、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按合作社得經營設置住宅供共同使用之業務，合作社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定有明文；合
作住宅興辦主體與所有權人均為住宅公用合作社，其設立、社員、股金、運作、監督考核
、解散等事項，均得以合作社法等既有規定為依據。合作住宅不同於市場住宅與社會住宅
，係由居住者組成之住宅公用合作社法人、而非由公部門或建商主導，其產權歸屬於住宅
公用合作社而非個別私人為所有權人，其興辦之精神強調居民自助解決居住需求而不以公
部門直接介入補貼為必要。
二、惟實務上民間以合作社形式興辦「合作住宅」時，輒因各級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對合作住
宅之概念不熟悉而受有行政手續及融資信貸上之困難，洵有必要於本法第三條增訂第三款
，明確宣示合作住宅亦為住宅興辦之形式之一、並例示說明其興辦方式。
三、住宅公用合作社既有住宅運營之資格，且有助健全住宅市場，倘其所提具之興辦計畫經主
管機關審認確具公益性，應無不許其租用公有社會住宅再行轉供社員使用之理，爰於本法
第三十五條增訂第三項，適度開放住宅公用合作社租用公有社會住宅經營管理、並提供予
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居住。
四、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憲法第一百四十五條定有明文；而合作住宅與「只租不
售」之社會住宅相類，均具有助扼止住宅房屋炒作風氣。本法既有協助民間社會住宅取得
公有地之使用權、補貼、中長期資金取得，則同樣有助遏止住宅房屋炒作並解決居住問題
之合作住宅亦應受政府政策適當之輔助及獎掖。爰增訂第三十八條之一，授權主管機關以
提供補助、協助取得融資及公有地使用權、諮詢輔導等方式輔助具公益性之合作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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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法第三條、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三條
：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新增第三款定義「合作住
宅」一詞。

一、住宅：指供居住使用，
並具備門牌之合法建築物

一、住宅：指供居住使用，
並具備門牌之合法建築物

二、按合作社得經營設置住宅
供共同使用之業務，合作社

。
二、社會住宅：指由政府興

。
二、社會住宅：指由政府興

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定有
明文；故合作住宅興辦主體

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
出租之用之住宅及其必要

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
出租之用之住宅及其必要

與所有權人均為住宅公用合
作社，其設立、社員、股金

附屬設施。
三、合作住宅：指住宅公用

附屬設施。
三、公益出租人：指住宅所

、運作、監督考核、解散等
事項，均得以合作社法等既

合作社以下列方式興辦，
供社員使用之住宅及其必

有權人將住宅出租予符合
租金補貼申請資格，經直

有規定為依據。
三、合作住宅為不同於市場住

要附屬設施：
(一)新建。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者。

宅與社會住宅之住宅供給模
式。自興建主體觀之，合作

(二)增建、改建、修建、
修繕同一宗建築基地

住宅並非由公部門或建商主
導，而係由居住者組成之住

之既有建築物。
(三)承租公有或民間住宅

宅公用合作社法人。就產權
型態而言，合作住宅之所有

。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權歸屬於住宅公用合作社，
而不同於市場住宅由個別私

之方式。
四、公益出租人：指住宅所

人為所有權人。於興辦之精
神上，合作住宅強調居民「

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

自助」解決居住需求，在互
助組織之基礎上，以共同經

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
將住宅出租予符合租金補

營方法提供社員使用滿足其
居住需求，迥異於強調公部

貼申請資格，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

門直接介入與補貼之社會住
宅。凡此種種，皆為於本條

。

獨立一款標舉並定義合作住
宅之理由。
四、惟實務上民間以合作社形
式興辦「合作住宅」時，輒
因各級政府機關、金融機構
對合作住宅之概念不熟悉而
受有行政手續及融資信貸上
之困難，洵有必要於本條增
訂第三款，明確宣示合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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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亦為住宅興辦之形式之一
、並例示說明其興辦方式。
五、原第三款移列至第四款，
並納入一百十年五月六日立
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會就本
條修正通過之文字。
第三十五條 主管機關興辦之
社會住宅，得自行或委託經

第三十五條 主管機關興辦之
社會住宅，得自行或委託經

一、為有效運用社會住宅資源
，現行第三十五條開放非營

營管理。
非營利私法人得租用公

營管理。
非營利私法人得租用公

利私法人承租併經營公有社
會住宅轉租予經濟或社會弱

有社會住宅經營管理，其轉
租對象應以第四條所定經濟

有社會住宅經營管理，其轉
租對象應以第四條所定經濟

勢。惟查實務上有住宅公用
合作社欲承租新北市林口社

或社會弱勢者為限。
住宅公用合作社得租用

或社會弱勢者為限。

會住宅、並經營管理轉租予
弱勢族群，卻囿於現行條文

公有社會住宅經營管理，並
提供予特定資格之對象使用

規定而僅得假托他協會之名
義申請承租。

；其提供使用對象之資格條
件應為第四條所定資格之一

二、住宅公用合作社依合作社
法既有住宅運營之資格，且

。符合資格之人有意申請居
住使用該公有社會住宅者，

有助健全住宅市場，倘其所
提具之興辦計畫經主管機關

住宅公用合作社不得拒絕其
入社。

審認確具公益性，應無不許
其租用公有社會住宅再行轉
供社員使用之理，爰增訂第
三項，適度開放住宅公用合
作社租用公有社會住宅經營
管理、並提供予經濟或社會
弱勢者居住。
三、合作社法第三條之一規定
合作社經營之業務以提供社
員使用為限，縱政府、公益
團體委託代辦或為合作社發
展需要而供非社員使用之業
務亦設有比例限制；故住宅
公用合作社所承租之公有社
會住宅、原則上僅供其社員
使用。為維護公有社會住宅
之公共性、開放性、消弭差
別待遇，爰於第三項後段規
定凡符合住宅公用合作社所
事先訂定之資格者有意申請
居住使用該公有社會住宅者
，住宅公用合作社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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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入社。
第三十八條之一

合作住宅之

一、本條新增。

興辦計畫，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認定屬具

二、按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
勵與扶助，憲法第一百四十

可負擔性之住宅、有助減低
住宅房屋炒作、且具公益性

五條定有明文。合作社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

者，得由主管機關提供下列
獎勵扶助：

就合作社業務訂定輔導獎勵
辦法，此觀合作社法第七條

一、就新建、購買、增建、
改建、修建或修繕合作住

之一、五十四條之二、五十
四條之三即明。又合作住宅

宅提供融資上之協助，或
協助向中長期資金主管機

之所有權歸屬於住宅公用合
作社、而不同於市場住宅由

關申請提供中長期資金。
二、合作住宅之興辦需用公

個別私人為所有權人，合作
住宅之住戶係基於其合作社

有土地或建築物時，得由
公產管理機關以出租、設

社員權而享有合作住宅之使
用權；住戶僅得退出合作社

定地上權提供使用，並予
優惠，不受國有財產法第

、返還其所受分配之住宅，
而不得逕自於市場轉售；從

二十八條、第四十三條之
限制。

而合作住宅與「只租不售」
之社會住宅相類，具扼止住

三、補助規劃設計經費或專
業諮詢輔導。

宅房屋炒作風氣之效。本法
既於第二十二條、二十三條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事
項。

對民間興辦社會住宅訂有租
稅減免，復於第二十九條以

前項可負擔性及公益性
之認定標準，以及獎勵扶助

下協助民間社會住宅取得公
有地之使用權、補貼、中長

之申請與審查事項、內容、
監督考核、終止營運後之返

期資金取得，同樣有助遏止
住宅房屋炒作並解決居住問

還土地或追繳獎補助規範，
由內政部定之。前項第二款

題之合作住宅亦應受政府政
策適當之輔助及獎掖。

出租及設定地上權之優惠辦
法，由財政部會同內政部定

三、受有政府獎勵扶助之合作
住宅，應有助達成健全住宅

之。

市場之政策目的：其社員所
應負擔之股金、非社員所應
繳納之租金皆應予本法中社
會住宅可負擔租金之原則無
悖；亦須具備一定程度之公
益性（如提供特定比例以低
於市場價格供符合社宅資格
者入住，或提供部分空間供
作社福、長照、身障、托兒
、藝文……等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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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機關得提供相關獎
勵扶助。爰於第一項明定前
述獎勵扶助要件。
四、現行法規存在有多樣之獎
勵扶助機制：本法第二十四
條輔導民間向國家發展委員
會申貸中長期資金，第二十
九條提供公有土地之使用權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
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須知提
供規劃設計經費補助，由公
股銀行成立之臺灣金融聯合
都市更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則提供專業諮詢輔導。爰仿
前述輔導機制，於第一項各
款列舉主管機關可提供之獎
勵協助之方式。
五、第二項授權內政部訂定辦
法詳列可負擔性及公益性之
認定標準，以及獎勵扶助之
申請與審查事項、協助、補
助標準優惠或補助內容，後
續監督考核，乃至如因故無
法繼續營運之公有土地或優
惠獎勵金返還追繳規範，俾
落實扶助獎勵之合理性及可
行性，確保政策效益並防杜
弊端。

委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