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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社未來營運發展情形

2001-2021(含2022年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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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來營運發展：利用額推估

以仟元為單位

• 為發揮社會影響力、綠色消費共購力，需擴大社員及利用額之提升。
• 以年利用額成長3%，推估本社未來利用額為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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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社營運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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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0年度利用額(千元) 總社員數

• 2001-2021年社員人數及利用額逐年增加，倉儲需求亦隨之增長

小結：1.物流處理產品檢配及運量大增。
2.冷凍外送倉庫預計收回自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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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何要進行北倉增資計畫

•三倉服務區域與倉儲空間比較
•北倉現況
•社員的經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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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倉服務區域

南倉

北倉

中倉

北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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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倉現況：建物及設備老舊，物流空間不敷使用
*2004啟用至今已18年，撿配作業時需重覆移動理貨籃．



冷凍倉儲作業
空間不足於
2019年委外

6

凍庫委外社員不便
*因空間不足，於2019年10月將冷凍委外作業。

物流進出貨動線不佳
*目前總社後方出入門口是對外租用。廠房側邊車邊狹小出入不便．



•座位動線不佳、工作互相干擾、空間凌亂無區隔。

• 輕鋼架骨架變形、板上線路凌亂、維護不易

北倉現況：二樓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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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員增資與合作社原則

•合作社股金來源及用途
•社員增資的優點
•合作社第三原則~社員的經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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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股金平時做為營運資金之用或購買固定資產，如土地、房屋
建築、 生財器具等。而若需要購買物流倉儲或重大投資
時，則會另以目的型增資，來籌措專案所需資金。

合作社股金來源及用途

9

社員入社時，需繳交最
低2,000元之股金

每年有結餘時，先分配股金
利息轉入個人股金
（依臺灣銀行定存利率)

入社
股金 股息

交易
分配金

增資每年結餘扣股金利息後，
其餘數之50%，按社員對社
交易比例額分配，轉入個人
股金

社員可於平時增資或
參與專案增資（目的型增
資)。



社員增資的優點 (增認股金)

• 本社營運原則不追求最大利潤，每年結餘依章程規定分配，遇大型發

展案時，則需透過社員增資及向銀行貸款，取得所需資金。

• 社員增資的優點：

「合作社」面：股金提供合作社運用資金，合作社所需支出之股息，

較銀行借款利息低，可減少共有資金之利息支出。

「社員」面：社員每年可分配股息，同時達到儲蓄及投資合作

社穩建發展之雙重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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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的經濟參與～出資與利用

• 合作社提供社員生活所需，社員以忠誠利用產品

，來滿足生活需求，並支撐合作社的經營。

• 社員出資與產品利用，是合作社得以穩定

營運及發展的基礎。

•社員出資，也是實踐合作社第三原則

「社員的經濟參與」的最佳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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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倉空間使用優化

• 專案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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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倉空間優化案



•北倉現址位於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408巷18號，於2003年所購
罝，為北區倉儲空間及員工辦公室使用。

北倉現況：總社土地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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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倉優化、建築物改建

空間滿足可至2037年以上。

空間效益變大及增加。

桃園縣市4站所，改由北倉供貨。

委外冷凍收回北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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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案經費需求

土地購置成本：387,600仟元。

重建及裝修費：254,726仟元

辦公室外租至2023租金管理費合計：6,428仟元

上述總計：648,754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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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案資金來源

• 增資計畫

• 資金來源：自備款新台幣2億元

社員增資新台幣2億元

銀行貸款新台幣2.4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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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資計畫

•增資期間：2022/5/13~2022/11/30

•對象：本社社員皆可自由參與增資

•每人增資金額：增資股金至少新台幣2,000元，每人增資上
限50萬元(每股10元，最少認購200股)

※每年股息發放與入社股金同，依台灣銀行當年底牌告一年期定存利率計算

•資金用途：北倉空間優化

•增資目標：新台幣2億元 (最適金額為2億~4.48億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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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資&銀行貸款股息及利息負擔表

• 本案預計社員增資及貸款金額合計約4.48億元

• 銀行貸款，年利率：1.5%；
• 社員增資，股金年利率0.755%(依台灣銀行當年底牌告一年期定存利率計算)

• 預計增資2億元、借款2.48億元
以仟元為單位

社員增資 銀行貸款

社員增資 股息 借款金額 年息

200,000 1,510 248,754 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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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六、北倉空間優化效益

• 北倉重建未來七年效益

• 提升北倉物流作業與職員辦公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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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現有空間需求兼顧未來發展考量

24

• 北倉改建完成後，可增加產品處理量，並將

委外倉收回，使毛利增加、費用減少，提高

營運效益。

• 委外冷凍收回自有倉儲作業，確實掌握物流

撿貨及配送，提升社員服務品質。

• 空間使用重新規畫，提供職員提供更安心、

舒適的工作空間。

• 新北倉空間預計使用至2037年以上，滿足本

社未來發展需求。
▲北倉物流與辦公空間現況窘迫。



七、社員資增方式

• 站所繳交現金

• 官網線上資增

• 專用帳號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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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本社官網線上增資
網銀轉帳：單筆2,000元~３萬元

• 至站所現金增資

站所以現金增資(單日單筆2,000元~ 1萬以內)

• 銀行匯款及ATM轉帳增資

戶名：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銀行名稱：國泰世華銀行北三重分行(銀行代碼：013)

銀行帳號：20940+社員編號6碼(編號5碼之社員，第一位數請填“0”)

1.增資管道

註：依法社員增認股金限以現金支付。2.以匯款及ATM方式，需要自行支付手續費用26



2.感謝方案

• 增資20萬以上之社員：

• 贈送20週年紀念圍裙乙件

• 限量200份，送完為止

• 增資社員：

• 每人贈送紀念口罩一份(內含2片)

• 限量6,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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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線上增資步驟

 於增資專區點擊
「點此支持增資去」

 也可掃線上增資QR Co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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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增資步驟  社員登入&加入購物車

29



線上增資步驟  確認金額建立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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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增資步驟

 完成訂單，取得專屬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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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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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北倉社員借款購屋

2022年 啟動北倉優化專案計畫



2003年 北倉社員借款購屋

1993年 共同購買中心，從主婦聯盟會所，搬至中和景平路

1997年 總社廠址搬遷三重市頂崁街

2003年 因總社廠房空間不敷使用，經2003年8月臨時社員代表大會

通過購買重新路目標廠房，以一億元為資金籌集目標。

「社員借款購屋專案」，共254位社員參與．集資約3,200萬

元，本社另向銀行貸款6,000萬元。

2004年 2月份，總社新廠落成，邀請社員共同參與入厝歡慶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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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購置總社土地，2004年廠房落成

整地
舖地建廠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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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合作社下一個二十年！ 39



立即增資！

40



九、Ｑ&A

• 社員提問與交流

•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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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20

問 題

Q1 北倉增資會製發實體股票嗎？何時寄發？如何查詢是否已完成增資？

Ａ：北倉增資將製發實體股票，股票將於增資活動結束後，統一於12月寄
給社員。
社員於完成轉帳或匯款完成後，隔一日之工作日，可至官網查詢個人股
金情形。

Q2 站所現金增資，每一社員一天僅能一筆嗎？

Ａ：站所現金增資單筆可以多筆增資，每單筆為2000元以上，１萬元以
內。但考量現金保管之安全性，建議多利用線上增資或使用專用帳號，
以轉帳方式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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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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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Q3
增資20萬可獲得紀念圍裙，必須是單筆增資20萬才有嗎？可以累積計算嗎？
也會有口罩嗎？

Ａ：北倉增資活動結束後，將就累計增資達20萬元之社員，贈送20週年
紀念圍裙乙件。不論金額，每位增資社員都可獲得口罩乙份，口罩將
統一於12月隨股票寄給社員。不論是口罩與圍裙，每人限領一份。

Q4 為什麼於官網增資，單筆有三萬元限制？

Ａ：受限於各銀行於非約定轉帳規定，故設定官網增資單次上限30000
元。

Q5 增資金額可以用刷卡嗎？

Ａ：依法規定社員股金需以現金支付，如以轉帳或匯款方式之手續費需自
行支付。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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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Q6 增資後股金可以退回嗎？何時可以退回？對合作社有影響嗎？

Ａ：北倉空間優化案，預計2026年完工，為利合作社於工程期間資金
使用，社員於北倉空間改善完成後，可視個人需求申請退部分股金。

股金屬於社員所有，社員如遇個人緊急需求，平時仍可申請退部
分股金。

Q7 因應社員增資情況不同，合作社的對應方案為何？

Ａ：詳如此頁財務部增資計畫敏感性分析表



銀行貸款：增資計畫敏感性分析

• 本案預計社員增資及貸款金額合計約4.48億元

• 銀行貸款，年利率：1.5%；
• 社員增資，股金年利率0.755%(依台灣銀行當年底牌告一年期定存利率計算)

• 預計增資2億元、借款2.48億元、年利息支出約3,731(仟)元

以仟元為單位社員增資 銀行貸款

假設：社員增資 借款金額 年息 利息支出增加 增資股息 增加利息

200,000 248,754 3,731 0 0 0

假設：社員增資 借款金額 年息 利息支出增加 增資股息 增加利息

150,000 298,754 4,481 750 378 372

假設：社員增資 借款金額 年息 利息支出增加 社員增資 增加利息

100,000 348,754 5,231 1,500 755 745
45

目標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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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Q8 土地及建物建築成本飆漲，是否考慮另購現成物件？

Ａ：因國內外狀況導致物價上漲，連帶建築業原物料及人工上漲。如果
遇到具有符合需求的物件，將會考慮直接購置改建。

Q9 社員增資如達到二億的目標，是否就會停止增資？

Ａ：將持續接受社員增資。
北倉優化預計向社員增資及貸款金額合計約4.48億元，社員增資愈

高，
則可降低合作社向銀行借款，減少利息支出



問 題

Q10 法定公積金與特別公積金有什麼不同？本社使用情形？

Ａ：依本社章程第三十七條規定，本社年終結算後，有結餘時，除彌補
累積短絀，及付股息外，其餘數應平均分為一百分，按下項規定辦
理公積金及特別公積金：
法定公積金：以百分之十作公積金，公積金除彌補損失外，不得動

用。公積金已超過股金總額二倍以上時，公積金訂為
百分之一，餘百分之九提撥為公益金。若超過股金總
額百分之五十時，其超過部分，經社員大會決議，得
用以經營合作社業務。

特別公積金：以百分之二十作特別公積金，為本社發展之用，以利
永續經營。

合作社成立至今，已動用特別公積金五仟兩佰萬元整於北倉購地及
南倉用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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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Q11
合作社每年都有配股息給我，2014年，我也有參加南倉增資，我可以將當時
南倉增資的股金，連同每年股息領出後，做為北倉增資嗎？

Ａ：
一、截至五月底止，社員股金累積約4.5億元，其中２億將用於北倉優化專案，

其餘股金，則做為本社營運資金或購買固定資產，如土地、房屋建築、
生財器具等。

二、社員如領出於合作社累積之既有股金，再轉入北倉增資股金，對合作社
來說，整體股金並不會增加，亦無法達到增加合作社股金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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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Q12 社員股息如何計算？

Ａ：
一、社股年息發放時間：

（一）每年1月會結算前一年度股息；
（二）於社代大會後分配；
（三）依照前一年度，股金在本社的天數，按比例計算股息。
（四）股金年利率0.755%(依台灣銀行當年底牌告一年期定存利率計算)

二、股息計算方式：

例一：Ａ社員／
社股金額：2021年1-12月股金50,000元

股息計算：50000元*(365/365)*0.755%=377.5
※為合乎股數，未達一股者，實際分配金額個位數無條件捨去，
Ａ社員分配股息370元 46



例二：Ｂ社員／
社股：2021年1-12月股金2000元，12月1日增資48,000元
股息計算：

2000元*(365/365)*0.755%+48000*(31/365)*0.755%
=15.1+30.7=45.8

※為合乎股數，未達一股者，實際分配金額個位數無條件捨去，
B社員分配股息40元

例三：例二：Ｃ社員／

社股：2021年1-10月股金2000元，11/1增資48000元，
12/1退部分股金48000元

股息計算：
2000元*(365/365)*0.755%+48000*(30/365)*0.755%
=15.1+29.7=44.8

※為合乎股數，未達一股者，實際分配金額個位數無條件捨去，
C社員分配股息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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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增資！

您的增資，我們的共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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