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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operative is an autonomous association of persons united 
voluntarily to meet their comm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needs and aspirations through a jointly-owned and 
democratically-controlled enterprise.

「合作社是人們為了滿足在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

共通需要與願望，透過共同擁有及民主管控的企業，

自願結合的自治團體。」（ICA, 1995)

合作社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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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Summit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地球高峰會議

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



ILO/ICA Pho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永續發展目標



Community-Owned Renewable Energy     

Co-ops See a Sustainable Future

http://www.link2portal.com/community-owned-renewable-energy-co-ops-see-sustainable-future

Baywind Energy Co-operative 

社區型海風能源合作社



http://www.coopunits.org/Utah/About_Us/

The mission of the cooperative is “to enhance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people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by sustainable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合作社是透過永續自然資源管理
強化人們社會-經濟狀況

的集體行動



綠生活合作社
Green Life Co-operative

加拿大安大略
Ontario



合作社有 600 位社員，向安大略電力主管機關申請了 29 件
饋入計價計畫，全年生產 90億瓦（ gigawatt-hours）電力，
供應 1,000家使用，相當於每年減少碳排放有 5,000個足球場
大的森林。



泰國綠網合作社成立於1993 年，將永續經營的農民、社區
型企業連結到消費者，推動有機農業與不同類別的公平交
易。

社區型企業，生產有品質、健康安全、環境安全的有機產
品，接著透過公平交易的通路，收集、配送產品，合作社
即是交易中心。

交易產品有：稻米、椰子、茶葉、大豆及合乎生態的紡織
品。

http://www.greennet.or.th/en/about/greennet



2009年成為世界公平貿易組織一員，推動有機農業。

http://www.greennet.or.th/en/about/greennet



http://eco-startup.blogspot.tw/

生物村庄合作社
Biovilla cooperative



http://eco-startup.blogspot.tw/

為葡萄牙永續發展社區合
作社，在 Arrábida 自然公
園負責55公頃土地，有三
個基地。

一、環境基地：作為糧食
森林。

二、學習基地：作為永續
發展工作坊。

三、觀光基隆市：作為自
然生態休旅。



小豆芽合作社
Local sprouts cooperatives

http://swapmaine.com/2011/10/26/thank-you-to-our-food-drink-sponsors/



社區廚房

http://www.seriouseats.com/2009/09/serious-green-community-supported-kitchens-csks.html



當地、新鮮、有風味



踏板人勞動合作社
Pedal People

三輪車服務 拖車服務





2010 年獲得美國新企業獎

1990年起營運
2008年起社員完全擁有

健康服務照顧合作社
Careforce Health Services



兒童照顧勞動合作社
Seward Child Care Center 1973

http://external.ak.fbcdn.net/safe_image.php?d=8848ad431dee9ee9cbb1d363bd057c5c&w=90&h=90&url=http://assets1.razoo.com/assets/orgs/000/538/789/thumbnails/size_120x120_ScccLogo.jpg-conv.png?1289701609


The Rochdale Society’s original store on Toad Lane, Rochdale, 
UK.

http://www.derekparsons.com/RdaleTownCentre.html

世界第一家
合作社



http://www.engage.coop/

投資超過 1.3億英鎊更新北邊曼徹斯特中心，地20英畝。

http://www.steelconstruction.info/Cooperative_Group_Head_Office,_Manchester

合作集團總部



http://www.manchestereveningnews.co.uk/news/greater-manchester-news/queen-opens-co-op-groups-
new-6305756



http://www.co-operative.coop/corporate/Press/images/

經營業務

˙食品 ˙銀行 ˙保險 ˙電器

˙藥品 ˙法律服務 ˙葬儀照顧

˙旅遊 ˙不動產 ˙農場

˙金融 ˙微笑 ˙陽光 ˙能源

http://www.co-operativebank.co.uk/savings



綠色學校革命方案

方案目標：參與學校從目前 3,000所增至 6,000所。



青年真理方案

方案目標：讓100萬青年人受益。



運動激勵方案

方案目標：讓100萬青年人受益。



http://www.fieldays.co.nz/northland/auckland/dairy-products-equipment/x,1,2582/fonterra-co-
operative-group-ltd.html

紐西蘭案例
楓特拉合作社集團

是全球最大乳品加工及乳酪出口企業



http://www.fonterra.com/global/en/About/Our+History

1871年：成立第一家乳酪合作社-Otago Peninsula 
Co-operative Cheese Factory Company，1875購置
加工廠。



http://www.ers.usda.gov/amber-waves/2005-november/us-dairy-at-a-new-crossroads-in-a-global-setting.aspx#.VDdzlmeSzp8

2003年全球乳酪產品銷售路線

產品
起士
起士與乳酪
奶粉

奶粉與起士
全部



品牌

1886創立

銷售70國家

創立已20年
骨骼健康

在亞洲及中東免費作骨
骼掃瞄500萬人

http://www.fonterra.com/global/en/Our+Products/Our+Brands

適合嬰兒與小孩喝

銷售亞洲1 0國家



https://www.fonterra.com/global/en/sustainability/community/fonterra+milk+for+schools

FONTERRA牛奶免費供應紐西蘭學童
FONTERRA MILK FOR SCHOOLS
To make sure Kiwi kids benefit from the goodness of dairy, Fonterra Milk for 
Schools offers free milk to every primary school in New Zealand.



西班牙蒙卓崗勞工合作社集團

http://www.igorcalzada.com/2014/07/lessons-from-mondragon-coops-for-a-translokal-
academic-entrepreneurship-goldsmiths-university-of-london-7th-july-2014/

蒙卓崗鎮 合作社集團總部



http://vimeo.com/16656078

Jose Maria Arizmendiarrieta, 1915-1976 (Founder, Mondragon Cooperatives)



http://www.mondragon-corporation.com/eng/

蒙卓岡
合作社

41國家

超過
150產品

年收入
141億歐元

289家
企業合作社

職工
83,219人

15處
科技中心



http://www.mondragon-corporation.com/eng/

工廠

辦公室

全球分布



2010年在荷蘭哥德
藍（ Gelderland ）
建立第一家文化遺
產合作社。

http://museumadvisors.wordpress.com/category/doing-more-with-less-building-networks/



黎巴嫩文化合作社協會
Cultur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黎巴嫩地區的藝術與文
化工作者長期面對著可
悲的情況，沒有像樣的
機構幫助銷售門票、協
助排演、廣告宣傳，以
及研發等工作。

http://maxx.nmartproject.net/?p=198



Co-op City in The Bronx, New York City is the largest cooperative housing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with 55,000 people.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using_cooperative

住宅合作社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op_City,_Bronx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Bronx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_York_City


Keep Cottage, one of the eight co-ops in the Oberlin Student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using_cooperative

Photo of Jean-Pierre Ricard taken at Coopérative de solidarité 
intergénérationnelle lavalloise for FECHIMM’s 30th anniversary 
souvenir album to show the social mixing prevalent in housing 
cooperatives.

http://www.intlsummit.coop/cms/en_CA/sites/somint/home/bibliotheque-
virtuelle/nouvelles/content/nouvelles/fechimm-celebrates-30-years-of-s.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Oberlin_Student_Cooperative_Association


臺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從前有一群婦女想追求綠生活



堅持綠主張



http://www.national-awareness-days.com/world-food-day.html



http://sustainablerenton.wordpress.com/2013/07/30/meaningful-movie-sheds-light-on-cooperatives/



風中的藺草香

共學

http://www.hucc-coop.tw/15905



共遊

http://www.hucc-coop.tw/14346

小米復耕，尋回原鄉文化



共老

http://www.hucc-coop.tw/14917

陪母親走過老年
修一門老人安心課程



共食

http://www.hucc-coop.tw/16087

遵循古法做健康的醃漬菜



共讀

http://www.hucc-coop.tw/15991

在農村裡溫柔老去



共育

http://www.hucc-coop.tw/13315

在現金和服務之間









http://notbuyinganything.blogspot.tw/2012/08/the-power-of-1-billion-cooperative.html



http://www.copac.coop/idc/2011/index.html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1

2013



當我們想成就大事的時候

我能做的你不能，你能做的我不能，大家一起來
的話，我們就能做更大的事。



我們的組織任務

1.協助地方政府辦理社區大學。
2.規劃相關方案及計畫，促進各地社區大學之校務發展。
3.組織培訓社區大學之師資、行政人員及志工。
4.協助社區大學研發與深化課程，累積教材教案。
5.承辦各級政府委託辦理有關社區大學發展事項。
6.扮演各級政府與全國社區大學溝通交流平台，促成政策對話。

7.組織社區大學之區域共學、協力網絡。

8.推動社區營造/重建、水資源教育、環境永續、文化扎根、勞工
權益、多元文化、弱勢關懷、民主人權、法治教育…等提昇公
民素養的各項倡議與跨界串聯行動。

9.出版與社區大學相關之錄影、影像、數位的平面及電子出版品。



可行的思考方向

策略發展
方向 1

社會責任
方向 2

經營管理
方向 3

第7條 第8條 第9條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