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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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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站所現金增資，每一社員一天僅能一筆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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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什麼於官網增資，單筆有三萬元限制？
5. 增資金額可以用刷卡嗎？
6. 增資後股金可以退回嗎？何時可以退回？對合作社有影
響嗎？

7. 因應社員增資情況不同，合作社的對應方案為何？
8. 土地及建物建築成本飆漲，是否考慮另購現成物件？
9. 社員增資如達到二億的目標，是否就會停止增資？



10.法定公積金與特別公積金有什麼不同？本社使用情形？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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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社員股息如何計算？
13.針對近期媒體報導北倉建物乙事，報導前是否有向本社查
證？

14.社員想知道對媒體爆料的人是誰? 未來會不會有懲處？
15.北倉優化會持續下去嗎？
16.北倉增資說明會，為何不說北倉沒有取得使用執照之情事？
17.如何得知北倉相關進度？
18.為何北倉增資案，不像一般商業模式已經有土地標的及建
物模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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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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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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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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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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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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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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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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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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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回目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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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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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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2022.7.25新增)

Q13 針對近期媒體報導北倉建物乙事，報導前是否有向本社查證？

Ａ：
一、本社於7/24（日）下午3點多，經物流部北倉組長通知，得知該媒體跑

去北倉拍照，並告知當日晚間新聞將報導本社北倉增資之總社建物為違
建，詢問本社於新聞截稿前，是否提供說明。
物流部同仁立即通知營運團隊及理事會，理事會即草擬聲明提供媒體，
於當日5點10分傳給該記者。
其後，該媒體果然於晚間7:20左右，播出總社為違建之相關新聞，部分
訊息使用本社提供之資料。

二、理事會於7/24晚上8-9點召開臨時理事會，確認給社員的公開聲明，以
及後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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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2022.7.25新增)

Q14 社員想知道對媒體爆料的人是誰? 未來會不會有懲處？

Ａ：本案並不知道爆料人員，目前追究為何人並無太大意義，本社將專注於
解決18年來的問題：
（一）提升北倉儲能及運能：提供社員更好的服務品質；
（二）依照現行法規更新總社與北倉：提供職員更好的工作環境。

過往內部離職員工的爆料及檢舉，確實造成營運的部分衝擊。社員因資
訊落差造成的臆測，也會影響大家對本社的信心。
作為民主治理的代表－社代＋理事會＋全社意見蒐集＋54分區回饋，

不一而同，都在中長期意見中，特別側重「人才育成」。 有鑑於漫長
的二十年可見的紛紛擾擾，唯持續教育（含公共溝通）才能改善現況，使
合作穩定前進。
懇請各位委員除了關注北倉建置過程外，也一起關注「人才育成」（職

員、生產者、選任幹部及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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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2022.7.25新增)

Q15 北倉優化會持續下去嗎？

Ａ：
本案勢在必行（北倉方向說明），北倉優化包含：
（一）北倉現有建物改善；
（二）希望取得土地，以利冷凍作業拉回。

第八屆理事會本就因這幾年疫情因素，而重啟北倉儲能及三倉運能檢
討。收到檢舉函後，再經翻查歷屆文件，於確認總社建物為違建後，即積
極處理本案。
使用18年的倉庫，實有更新甚至重建之必須。本社產品均以少添加為

訴求，亦需較好的倉儲空間。因應疫情及氣候變化，倉儲及運能更是重
要。
北倉優化勢在必行，方能改善北倉儲能及運能，提供社員更好的服務，以
及員工更好的工作環境。懇請社員同心支持北倉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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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2022.7.25新增)

Q16 北倉增資說明會，為何不說北倉沒有取得使用執照之情事？

Ａ：
前人篳路藍縷為本社購置總社廠房，北倉脈絡牽涉18年來的土地利用

型態變化，不同時間點之決策，均有前輩當時時空背景之考量。

針對當年時空所形成之現況，以及總社空間長期窘迫日益嚴重，理事會
考量未來發展需求，決議優先進行法規檢視及改善、解決空間不足之方向
努力，故於2021年提出北倉空間優化專案，社代大會並通過向社員增資
以取得部分資金。建物之改善，已積極請建築師協助處理，但因涉及多方
單位之溝通，計畫亦需因時順勢調整因應，在尚未定案前，不適合向社員
公布，於增資說明會時提出，反而會模糊北倉優化之焦點，此乃基於全社
利益之考量。

北倉優化，違建問題方能處理，才能讓過往的歷史共業得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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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2022.7.25新增)

Q17 如何得知北倉相關進度？

Ａ：
本社於北倉增資案啟動後，已於官網建有進度專頁，定期更新，未來也
會持續進行，社員可至官網查詢。

北倉優化大事紀，參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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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倉優化案大事紀

2003年8

月

第1屆臨

時社代大

會通過社

員借款購

屋專案

2004年2

月

總社及北

倉落成

2007年

後

年節短期

凍庫租用

需求大增

2015年3

月

竹社新竹

區各站改

中倉配送

2017年2

月

竹社桃園

區各站改

中倉配送

2017年7

月

規劃北倉

空間改善

案

2019年

北倉冷凍

全面委外

作業

2021年

疫情帶動

利用量增

加

物流空間

更加窘迫

2021年

理事會正

式成立北

倉小組再

次規劃北

倉優化案

2022年3

月

第8屆社

代大會通

過北倉優

化增資及

增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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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2022.7.25新增)

Q18 為何北倉增資案，不像一般商業模式已經有土地標的及建物模型呢？

Ａ：
依合作社相關法規規定，重大建置購地案件都必須先經過社代大會通過，

方能啟動。如前例：2014年的南倉增資案也是依循此規範進行。
（一）南倉購地增資案：

2014年中完成增資；2014年底取得土地；2019年完成建置作業。
（二）2022年的北倉優化案：

第一部分是現有建物改善，第二部分則是取得新用地，重新規劃儲
能及運能，拉回委外凍庫。
建物改善幅度有多大，與土地取得互相連動。因此相關方案，是滾
動進行中。北倉進度也會定期在北倉小組及理事會報告。
此外因為牽涉土地取得，若提早揭露標的物，將影響取得價格。

北倉優化勢在必行，這樣才能改善北倉的儲能及運能，提供社員更好的
服務，以及員工更好的工作環境。懇請社員一起支持北倉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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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合作社下一個二十年！ 17



立即增資！

您的增資，我們的共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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