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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中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法制建構面向分析 
第一節  員生社之組織結構與社務管理分析 
  前已述及，員生社為法人組織、企業組織、民主組織及互惠組織之結合體，

本節依員生社之「成員與權責」、「會議與職權」兩部分加以說明。  

壹、成員與權責  

  員生社的成員，有社員、選任人員及聘任人員三種。選任人員又分為理事、

監事及社員代表等，選任人員是從社員中產生的，故也是社員。至於，聘任人員

則視合作社業務經營情形而產生。重要的是，「聘任人員的權責是來自於社員的

信託，社員是主，聘僱人員是從，這一主從關係不可混淆。」（陳伯村、趙榮松，

2001，103-104），  茲將員生社成員之權責說明如下。  

一、社員  

（一）社員之資格  

要成為各該學校員生社之社員，必須具備如下之條件並符合申請程序。  

１、積極條件：  

（１）身分：  

為各該學校之現任教職員工及在學學生。  

（２）年齡：  

年滿二十歲或未滿二十歲而有行為能力者（合作法第１１條），中

小學學生因不足法定年齡目前以「預備社員」身分加入。（台灣省

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改進要點14第 4 條）  

２、消極條件：  

不得有下列任何一種情事：（１）褫奪公權；（２）破產；（３）

吸食鴉片及代用品。（合作社法第１３條）  

                                                 
14「台灣省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改進要點」（84.4.14修正）已於精省後不再適用，但是，本要點對於

台灣省所轄各縣市之中小學員生社之影響依然存在，在此之後仍未有專門對於學校員生社經營之整體

規定訂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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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介紹程序：  

有限責任或保證責任合作社成立後，凡願入社者，應有二人以上之

介紹，或直接以書面請求，並應經理事會之同意並報告社員大會。

（合作社法第１４條）  

（二）社員之入社  

１、普通入社：  

凡是具備員生社社員資格、符合入社申請程序並已繳納股金者，即

可入社，惟未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前，無選舉與被選舉權。  

       ２、至於，繼承入社及受讓入社因員生社甚少發生，故在此予以省略。 

（三）社員之出社  

員生社社員之出社，不外乎下列四種。（合作社法第２６條）  

１、當然出社：  

當社員被褫奪公權、被宣告破產、因吸食毒品被判刑確定以及死亡

者，為當然出社。  

２、自請退社：  

社員自請退社，無須理由，合作社不得拒絕。  

３、除名：  

符合員生社章程訂定除名之情事者，經社務會議出席之理、監事四

分之三以上之議決，以書面通知被除名之社員，並報告社員大會。

（合作社法第２８條）  

（四）社員之權利  

凡為員生社之社員者，具有如下之權利：  

１、業務設施利用權。（例：與員生社進行交易⋯）。  

２、股息及盈餘分配請求權。（合作社法第２２、２４條）  

３、股金退還請求權。（合作社法第３０條）  

４、選舉與被選舉權。（合作社法第３２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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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罷免權。（合作社法第４２條）  

６、重大政策議決權。（例：章程之訂定及修改–合作社法第９條；  

加入或退出聯合社–合作社法第６８條）  

    ７、書表查閱權。（合作社法第３７條）  

    ８、臨時社員大會召開請求權。（合作社法第４７條）  

    ９、請求主管機關撤銷社員大會決議權。（合作社法第４９條之１）  

（五）社員之義務  

１、出資：  

社員認購社股，每人至少一股，至多不得超過股金總額２０%。  

（合作社法第１７條）  

   ２、服從員生社之管理。  

（六）社員之責任  

員生社之社員具有償還員生社債務之責任。（合作社法第４條）  

二、選任人員  

員生社之選任人員包括：理事、監事、理事主席、監事主席、社員代表、實

習理、監事等，其產生及權責。茲說明如下。  

（一）理事  

理事為理事會的組成成員，受社員付託，共同行使理事會職權。  

１、理事之產生：  

理事由社員大會就社員中選舉產生，連選得連任，任期一至三年（合

作社法第３２、３３條），當選人如不願意擔任，可以拒絕，如果

未拒絕，視為同意，就要盡其職責。（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８條） 

２、理事之權責：  

（１）參加社員大會、理事會、社務會等相關會議。  

（合作社法第４５條）  

（２）選舉理事會議主席。（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６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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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當理事違反員生社執行任務規定，致令員生社受損害時，應負

賠償之責。（合作社法第３４條）  

（二）監事  

監事為監事會的組成成員，受社員付託，可以單獨行使監察權，監事不得兼

任理事、事務員或技術員。（合作社法第４０條）  

１、監事之產生：  

監事由社員大會就社員中選舉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合作

社法第３２、３３條），當選人如不願意擔任，亦可以拒絕，如果

未拒絕，視為同意，就要盡其職責。（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８條） 

２、監事之權責：  

（１）監察員生社之財產狀況。（合作社法第３９條第１款）  

（２）監察理事執行業務狀況。（合作社法第３９條第２款）  

（３）審查理事會所應置備的各項書表–員生社章程、社員名簿、社員

大會紀錄、其他依法應備之簿冊、此外尚有業務報告書、資產負

債表、損益計算表、財產目錄、盈餘分配案等。  

（合作社法第３９條第３款）  

（４）員生社與理事訂立契約或為訴訟上之行為時，代表員生社。  

（合作社法第３９條第４款）    

（５）選舉監事會議主席。（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６條）  

（６）須嚴守員生社之秘密，若因放棄或濫用職權至合作發生損害，須

負損害賠償之責。  

（三）理事主席  

理事主席是理事會議的主席，為理事會與員生社的代表，居於社員組織與聘

任人員組織之間的樞紐，為員生社的關鍵性職位。  

１、理事主席之產生：  

  理事主席由由理事互選之，並以得票超過出席人數半數者為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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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超過半數時，就得票最多與次多者再行投票，以得票較多者當

選，票數相同時，抽籤決定之。（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６條）  

２、理事主席之辭職：  

  應以書面向理事會為之，經同意後，同一任期不得再當選原職。  

（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８條）  

３、理事主席之權責：  

（１）對外代表員生社。（合作社法第３４條）  

（２）主持理事會議。（合作社法第５３條）  

（３）擔任社員（代表）大會之主席。（合作社法施行細則第１０條） 

（４）擔任員生社之發言人。  

（四）監事主席  

監事主席為監事會的主席。就行使監察權責而言，監事主席與監事完全相同。 

１、監事主席之產生：  

  監事主席由由監事互選之，並以得票超過出席人數半數者為當選，

無人超過半數時，就得票最多與次多者再行投票，以得票較多者當

選，票數相同時，抽籤決定之。（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６條）  

２、監事主席之辭職：  

應以書面向監事會為之，經同意後，同一任期不得再當選原職。  

（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８條）  

３、監事主席之權責：  

（１）主持監事會議。  

（２）當理事主席無法出席社員（代表）大會時，為大會主席。  

（合作社法施行細則第１０條）  

（五）社員代表  

「社員代表」乃因員生社社員人數眾多（二百人以上），為讓社員大會能夠

順利進行，而由社員中選出五十一人至一百九十九人，以為參加社員大會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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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４條）  

此外，「聯合社社員代表」，亦為社員代表之一種。  

１、 社員代表之產生：  

社員代表由選舉產生，應由理事會就社員中指定若干人為選務人員

負責選舉事務。（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２０條）  

２、社員代表之權責：  

（１）出席社員大會。  

（２）其權責與一般社員出席社員大會時所享有之職權並無不同。  

（３）代表員生社出席上級聯合社之社員代表大會。（聯合社社員代表） 

（六）實習理、監事  

１、實習理、監事之產生：  

預備社員至少應選出實習社員代表三人，至多不得超過正式社員代

表人數，並互選實習理、監事。（台灣省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

改進要點15第６條）  

 ２、實習理、監事之權責： 

得列席員生社社員代表大會及理、監事會議，會議時僅有發言權，

無選舉、被選舉權及表決權。（台灣省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改

進要點第６條）  

三、聘任人員  

  合作社因業務之必要，得設事務員及技術員，由理事會任免之（合作社法第 

４４條）。合作社得將其事務員及技術員，訂定人事編制規定，並視業務需要， 

置總經理或經理、副總經理或副理、主任、文書、會計、出納、助理員或其他人  

員等級次，由理事會提經社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報請管機關備查。（合作 

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第２、３條）  

                                                 
15 本要點業已作廢，在此仍然提出之原因，請參閱本研究註 14，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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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聘任人員之產生：  

  由理事會公開考選任用，或授權總經理或經理遴選，提請理事會同意認命。 

（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第６條）  

（二）聘任人員之人事管理規定：  

  聘任人員之薪給、考核、獎懲、升遷、調免、出勤、差假、教育訓練、保險、 

退休（職）、資遣、撫卹及其他有關事項，一律依員生社之內部人事管理規定辦 

理。（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第４條）  

（三）聘任人員之權責：  

  員生社聘任人員之權責，合作社法令上並未有太多之規範，錢金瑞曾依其專  

業分工之不同加以分類（錢金瑞，2001：31-32），茲說明如下。  

１、經理：  

（１）綜理員生社之業務策劃與執行工作。  

（２）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３）辦理理事會、監事會、社務會所決議之事項。  

（４）召開並主持業務會議，檢視業務施行情形及如何改進與發展。  

２、文書：  

（１）辦理與員生社社務管理有關之各種事項。  

（２）有關會議事項（理事會、監事會、社務會、社員大會）之處理。 

（３）社員社籍之登記與變更。  

（４）與員生社法令規章相關資料之彙整。  

（５）員生社選舉事項之辦理。  

（６）員生社各種登記事項之辦理。  

（７）員生社之文書管理。  

（８）員生社之人事管理。  

（９）員生社之總務管理。  

３、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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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負責員生社財務、帳務之處理。  

（２）員生社各種憑證之審核。  

（３）員生社各項設備、購置、營繕工程的監查及驗收。  

（４）員生社預算、決算的編訂。  

（５）員生社各種報表、傳票、單據、帳目之編訂。  

４、司庫（出納）：  

（１）掌理合作社之財務。  

（２）負責員生社各種財產的保管。  

（３）負責員生社的金錢及出納。  

（４）證券、票據等之登記管理。  

    ５、事務員、助理員、工讀生等： 

各自分別對經理所交付之任務負責。  

貳、會議與職權  

員生社的組織結構，最重要的乃是下列各項會議，茲將其表列如（表 3-1），

並說明如下。  

一、 社員大會  

社員大會為社員直接參與合作社決策的最重要會議。  

（一）組成：  

社員大會由全體社員所組成，社員人數過多時，可分區舉行社員大會，或改

召開設員代表大會。（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４條）  

（二）地位：  

為員生社的最高決策機構。  

（三）職權：  

１、選舉理事、監事；罷免理事、監事；選舉出席上級合作社（聯合社） 

社員代表。（合作社法第３２條）  

２、審議並接受社業務報告。（合作社法第３６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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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審核年度預算、決算及盈餘分配案。（合作社法第３６、２４條） 

４、審核監事會所提財務稽查報告。  

５、審議章程之修訂。（合作社法第９條）  

  ６、通過解散合作社或與他社合併。（合作社法５７條）  

７、審議加入或退出合作社聯合社。（合作社法第６８條）  

 

表 3-1  員生社會議組織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二、理事會  

理事會是員生社的執行機關，也是員生社的決策中心。  

（一）組成：   

理事會由全體理事所組成，人數最少不得少於三人，最多不得超過十五人。 

（合作社法第３２條；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５條）  

（二）地位：  

為員生社的常設執行機關，受社員大會託付，代理社員經營社務、業務、並

領導社員與聘僱人員，居於呈上啟下的樞紐位置。  

（三）職權：  

錢金瑞認為，理事會之職權如下（錢金瑞，2001：30-31）： 

  １、造報年度計劃及預算決算。（合作社法第３６條） 

  ２、召開社員大會。（合作社法第４６條） 

會  議  種  類  會    議    性    質    說    明  會議主席  召   集   時   間

社員大會  
1.法定最高決策機關。  
2.由全體社員或社員代表所組成。 理事主席 每年至少一次  

理事會  
1.法定常設執行機關。  
2.由大會選舉之理事所組成。  理事主席 每月至少一次  

監事會  
1.法定常設監察機關。  
2.由大會選舉之監事所組成。  監事主席 每月至少一次  

社務會  
1.理事會與監事會之協商機關。  
2.由全體理事與監事所組成。  

理事、監事  
互選  

每三個月  
至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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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應將員生社之「組織系統」及「員額編制」提經社員大會決議通過

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第２條） 

４、訂定聘任人員之「人事編制規定」及「人事管理規定」並提經社員

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

理準則第３、４條）  

５、處理社員大會決議之交辦事項。  

６、決定社業務經營方針及其他重要措施。  

７、聘任經理及其他重要職員。  

８、監督經理及其他職員執行社務（代表大會決議之政策及議案）。  

９、處理監事及社員所提出之問題。  

   １０、調解社員間的糾紛。 

三、監事會  

監事會是員生社的監察機關，負責員生社之評核工作。  

（一）組成：  

監事會由全體監事所組成，人數最少不得少於三人，最多不得超過理事名數

的三分之一。（合作社選舉罷免法第５條）  

（二）地位：  

為員生社的常設監察機關，受社員大會託付，代理社員監察、評核員生社之社務、 

業務、財務情形。 

（三）職權：   

１、 當合作社與理事訂立契約或為訴訟上的行為時，代表合作社。  

（合作社法第３９條）  

 ２、監事會如執行上述各項職務時，如認為有必要，得召集臨時社（代

表）大會。（合作社法第３９條）  

 ３、監察合作社之財務狀況。 

  ４、監察理事及各辦事人員之執行業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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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監察帳務及審核理事會所造送之各項報表。（錢金瑞，2001：31） 

四、社務會  

（一）組成：  

社務會由全體理事、監事所組成，每三個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二）地位：  

為員生社的常設協調機關，為理事與監事協調社務與爭議之機關。  

（三）職權：  

１、社員除名的決定。（合作社法第２８條）  

２、訂定合作社各項費用標準。  

（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第１２條）  

３、決定公益金之使用用途。  

（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第１２條）  

４、決定員生社銷售物品項目16。  

    根據上述員生社各項會議的組成、地位及職權，謹將員生社之組織結構，以

（圖 3-2）表示。  

 

 

 

 

 

 

 

 

                                                 
16 詳見內政部九十年九月二十日，台內中社字第九○○六二三五號文：「⋯是台灣省各級學校員生消費 
  合作社改進要點停止適用，但基於員生社設於校內，使用學校場地，合作社以下各級職員大多由教職 
員兼任，學生消費安全校長負有安全等考量，員生社之對外行文及經銷之物品仍應經校長同意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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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員生社之業務經營與成果運用分析 
壹、業務經營  

「一般來說，營利企業必須從事行銷活動以加速交易的進行並賺取利潤。同

樣的，非營利機構也必須透過行銷活動來協助達成組織目標」（陳麗秋，1993：

3）。對於員生社這個獨立於學校行政體系外的的法人組織來說，不管如何定義

員生社的性質（營利或非營利），行銷都是必要的活動。而「業務經營」亦為行

銷活動的一種。員生社則因其性質特殊，讓其在業務經營上受到許多法規之限制。 

一、營業區域與原則  

（一）營業區域  

員生社的營業區域以各該學校為範圍。  

（二）經營原則  

１、依法經營：  

（１）主要法令依據：  

       A、憲法第１４５條。（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 

B、合作社法。 

C、合作社法施行細則。 

D、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 

E、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 

F、合作社帳目審查辦法。 

G、合作社監事會監察規則。 

H、其他相關政府公報及函文。  

（２）其他相關法規：  

   A、民法。 

   B、消費者保護法。  

   C、公平交易法。  

   D、所得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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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政府採購法。  

   F、食品衛生安全法。  

   G、乳品類衛生標準。  

   H、冰類及飲料類衛生標準。  

   I、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用水衛生標準。  

   J、環保署禁用垃圾袋及保麗龍餐具之相關規定。  

   K、其他 

２、帳目清楚： 

          員生社之帳目應依據商業會計法及一般商業會計準則處理。 

３、社員受益： 

          員生社乃對社員服務的經濟組織，其盈餘分配按交易額分配給社員。 

二、營業項目與營業限制 

（一）營業項目 

合作社法第３條規定「消費合作社之業務為經營生活用品之銷售業務。」故

員生社之營業項目，得由理事會視實際需要，經營下列業務之一種或數種，其業

務部之設置由學校視實際需要選擇辦理。一般來說，學校員生社得辦理如下業務： 

（台灣省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改進要點第１５條）  

１、供銷業務：辦理食品、飲料、學生用品、日用品及辦公用品。  

２、生產業務：辦理園藝、飼養、手工藝等。  

３、公用業務：辦理食堂、理髮、洗衣等。  

４、代理業務：接受學校委託代辦教科書、餐盒、學生制服等業務。  

（二）營業限制  

１、供銷業務：  

（１）對象限制：員生社之營業僅能對社員（預備社員）營業。（合作

社法第３條之１第３款）  

（２）時間限制：預備社員僅能利用課餘時間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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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品項限制：員生社經銷之物品項目應由社務會議決定，並經校長

同意後，方可進貨。食品飲料並應符合衛生規定，其

出售種類應依主管教育當局所規定者為限17。  

（４）價格限制：不高於零售市場價格。  

２、生產業務：  

（１）學校環境須有場地設備者，方可經營。  

（２）生產者必須為員生社之社員。  

３、公用業務：  

（１）法令限制：  

A.國民中小學不得經營食堂。  

B.不得以外包方式經營，惟理髮、照相等需專門技能者，應以約僱

專人方式辦理。  

（２）收費限制：  

   應低於市價，且應將各項收費標準懸掛於明顯之處。  

    （３）衛生限制： 

             環境設備應經常檢查並保持清潔。  

４、代理業務：  

（１）應依委託契約規定辦理。  

    （２）委託業務之會計應獨立處理。  

     （３）機關公立學校委託消費合作社代辦業務，適用政府採購法第五條         

條規定，如採購適用本法者，應依本法辦理，不得逕依照各該消         

費合作社辦事細則辦理18。  

貳、成果運用  

一、合作教育輔導費用  

                                                 
17 請參閱附錄九，頁 155-159。 
18 詳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工程企字第八八○八九一二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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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教育研究費：  

員生社應編列預算以辦理合作教育研究活動，合作教育研究費用不得

超過當年業務總額毛利之百分之十五，並限作教職員工實際從事合作

教育研究及研習之用。（台灣省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改進要點第

２０條）  

（二）合作教育活動費：  

員生社應編列預算以辦理各項合作活動，合作活動費用視業務收支狀

況編列，限作辦理全校性合作活動之用。  

二、盈餘分配規定  

員生社年終結算後，如有盈餘，應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彌補累積損失（合作社法第２３條）及支付股息，無盈餘不得發息，

股息至多不得超過一分。（合作社法第２２條）  

（二）如仍有餘數，應將其分為一百分，並按如下規定19處理，詳如（表 3-2）。 

１、公積金（百分之十）：  

      由社員大會指定機關存儲，或其他確有把握之方法運用生息，公積

金除彌補虧損外，不得動用。  

２、公益金（百分之四十）：  

      由社務會議決議，作為辦理清寒學生獎助學金，社員康樂活動或學  

校公共衛生設備費用。惟學校公共設備至少應佔公益金半數以上，

以符共享原則。  

    ３、理事職員酬勞金（百分之十）： 

       分配方法由理事會決定之。 

      ４、社員交易分配金（百分之四十）：  

      按社員交易額比例分配之，交易額愈高分配愈多。  

                                                 
19 「台灣省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章程準則」已作廢，然現今學校員生社之盈餘處理，仍依據本章程
準則之第３４條辦理。（除非修改員生社本身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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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員生社年度盈餘處理表 

 
項 

目  用        途 限            制 

彌補  
虧損  

1.彌補先前年度所發生 

之累積虧損 

1.盈餘應優先彌補虧損 

2.如仍有剩餘方可進行分配 

支付  
股息  

1.支付社員所認股金的 

報酬 

1.年息不得超過一分 

2.無盈餘時不得發息 

公  
積  
金  

1.彌補虧損 

2.超過股金總額５０% 
時，其超過部分得由 

社員大會決議用以經 

營合作業務 

1.提撥比例不得低於應分配盈餘之百 

分之十 

2.已超過股金總額兩倍時，得經社員 

大會決議，自定每年應提之數額 

3.由社員大會指定機關存儲，或其他 

確有把握之方法運用生息 

公  
益  
金  

1.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2.社員康樂活動 

3.學校公共設備 

1.應經社務會議決議使用用途 

2.提撥比例，不得低於應分配盈餘之 

百分之四十 

3.憑據核銷，應經社務會議通過 

理事  
職員  
酬  
勞  
金  

1.獎勵理事會及職員對 

合作社之貢獻 

1.由應分配盈餘中提撥百分之十，不 

得增減 

2.監事不得參與分配 

3.分配方法由理事會按其對合作社之 

貢獻度，訂定分配金額 

社員  
交易  
分  
配  
金  

1.按社員交易額多寡分 

配給社員 

1.應依章程所訂比例提撥 

2.應依社員交易額多寡分配 

3.社員大會決議不予分配，移充社員 

股金增添時，應以社員交易額多寡 

為分配標準 

4.得經社員大會之決議，全部充作特 

別公積金 

資料來源：本表參修自錢金瑞，2001，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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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員生社之財會制度與稽核評鑑分析 
壹、會計制度  

  「會計是企業的語言，管理的利器」，會計乃是以有系統、有組織的方法，

記錄並整理個人、企業或組織，因交易活動所引起之財產增減變化的情形，並正

確的表現出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的一門學問20。因此，員生社之業務活動結果，

都與會計有關。茲將員生社之會計制度，說明如下：  

一、會計基礎與會計年度  

（一）會計基礎：  

  員生社之會計基礎，一般採「權責發生制」。  

  （二）會計年度：  

 員生社以國曆八月一日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為一「會計年度」。  

二、會計憑證與會計帳簿  

（一）會計憑證  

    凡企業發生交易事項時，必能引起資產、負債、資本等會計要素發生增減變  

化，因此，交易事項又稱為會計事項。這種用以證明交易事項發生之真實性與正  

確性之憑證與單據，謂之「會計憑證」。依據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規  

定「會計人員非根據合法之原始憑證，不得造具記帳憑證。非根據合法之記帳憑 

證不得記帳。」是故，一般會計憑證分為如下兩類（商業會計法第１３條）：  

１、原始憑證：  

（１）外來憑證：  

             指員生社以外的人所交來的足以證明會計事項發生的證明。

（例：進貨發票或收據⋯）  

（２）內部憑證：  

   員生社本身自行製存，用以證明內部會計事項發生的憑證。  

                                                 
20 詳見實用技能班商用資訊科課程教材小組，1995，＜會計概要＞上冊，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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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薪資憑單⋯）  

（３）對外憑證：  

   指給員生社本身以外的人，足以證明會計事項發生的證據。  

（例：銷貨收據⋯）  

２、記帳憑證（一般又稱傳票，員生社因交易較為單純，故僅需具備如

下三種記帳憑證即可）  

  （１）現金收入傳票  

     凡屬現金收入之交易事項，均應編製現金收入傳票，其格式通常 

為「白底紅色」印刷。  

（２）現金支出傳票  

     凡屬現金支出之交易事項，均應編製現金支出傳票，其格式通常

為「白底藍色」印刷。  

  （３）轉帳傳票  

    凡與現金收付無關之轉帳交易，應編製分錄轉帳傳票，其格式通 

常為「白底黑色」印刷。  

依據「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２７條」規定，會計

憑證至少應保存五年。  

３、會計帳簿  

  員生社應具備之主要帳簿有兩種： 

（１）日記帳簿  

    係將員生社所發生之會計事項按其先後順序，逐筆區分借貸加以  

   記載的第一本正式帳簿。 

（２）分類帳簿  

   將日記帳簿的記錄，按會計科目轉記於各類帳戶，作為彙總記錄 

   錄，以清楚明白各帳戶金額之增減變化情形，此一帳簿即為分類  

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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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簿應置於營業辦公處所，妥善加以保存，一般帳簿應保存十年。（稅捐稽

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２６條）  

貳、財務報表  

一、年度開始  

年度開始，理事會應編製：  

（一）業務計畫書，詳如（表 3-3）。  

（二）年度預算書，詳如（表 3-4）。  

二、年度結束  

年度結束，理事會應編製：  

（一）業務報告書。  

（二）年度決算書表。  

三、財務報表  

員生社於年度結算後，若能以財務報表分析合作社經營之成果，提供理、監 

事及經理參考，當能對員生社之健全經營更有助益。一般財務報表，需有其比較

之標準，其標準通常有三種：  

（一）同業平均標準。  

（二）透過與去年度財務報表的分析相比較，以得知員生社之經營趨勢並預

測未來。  

（三）合作社的目標或預算。  

將實際績效與預定目標比較，可了解員生社是否達到要求之水準。  

劉銘輝（1992：81-101）曾套用「孟天恩之五力分析模式」21，將用於衡量

企業經營績效與診斷其經營缺失之方法，運用在員生社之經營診斷上。藉此方法  

，員生社之理、監事當更能了解及掌握員生社之經營情形，所謂五力分析，即為： 

（一）收益力分析：探討員生社之獲利能力。  

                                                 
21 參閱孟天恩，1985，頁 23-25，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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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員生社業務計畫書 

有限責任      縣       員生消費合作社 

（      ）年度業務計畫書 

（一） 社務計畫 

計 畫 目 標 工  作  方  法 執行人 工作進度 經費預算

增募新社員
鼓勵未加入學生 

參加為社員 
經理 

每年舉辦 

一次 
 

辦理 

合作教育 

活動 

舉辦合作常識及 

作文、書法..等比賽 
經理 

每年舉辦 

一次 
 

加開 

各項會議 

召開各項法定會議：  
社員大會：每年一次  
社務會：每三個月一次

理、監事會：每月一次

理事 

主席 
按期召開  

（二） 業務計畫 

計 畫 目 標 工   作   方   法 執行人 工作進度 經費預算

供銷部 採購品質優良貨品 經理 經常辦理  

代理部 

接受學校委託代辦之 

教科書、餐盒、學生 

制服及服裝⋯等業務 

經理 經常辦理  

（三） 財務計畫 

資 金 來 源 金 額 資 金 運 用 金 額

利用自有資金   
以先進貨，後付款

方式處理 
  

      

      

      

      

      

      

資料來源：Download修改自＜社會行政表格＞，《桃園縣政府社會局網頁》。 



我國中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經營問題之研究–法制與實況之對照  

 68

表 3-4  員生社年度預算書表 

有限責任      縣       員生消費合作社 

收支預算： 

 收入預算：                    單位：新台幣元 

科 目 金 額 說 明 

供 銷 淨 收 入   銷貨收入–銷貨成本 

公 用 淨 收 入    

生 產 淨 收 入    

代 辦 淨 收 入   酌  列 

營 業 外 收 入   酌  列 

    

合 計    

  支出預算：                    單位：新台幣元 

科 目 金 額 說 明 

薪 津    

津 貼   兼任職員津貼 

文 具 印 刷   酌    列 

水 電 費    

郵 電 費   酌  列 

旅 運 費   選聘任人員洽辦業務出差費 

會 議 費   各項會議費酌列 

折 舊    

稅 捐    

修 繕 費    

壞 （ 呆 ） 帳    

什 項 費 用   酌  列 

合作教育研究費    

合作教育活動費   各項比賽經費 

利 息    

社 員 獎 學 金    

    

合 計    

◎ 各項收、支經費應參酌上年度收、支情形編列，以符實際。 

            

理事主席      經  理 

資料來源：Download修改自＜社會行政表格＞，《桃園縣政府社會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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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銷貨毛利率： 

     本比率係指每一元之銷貨淨額中可獲得多少毛利。 

     其公式為：銷貨毛利÷銷貨淨額×100% 

２、營業利益率： 

      本比率係指每一元的銷貨淨額中有多少營業利益。 

      其公式為：營業利益÷銷貨淨額×100% 

３、本期純益率： 

  本比率之目的在揭露員生社之業務與財務之經營績效。 

  其公式為：本期純益÷銷貨淨額×100% 

４、總資本收益率： 

        本比率表示員生社所投入之總資本在營運後所得之收益效果。 

        其公式為：本期純益÷總資本（社員權益＋負債）×100% 

（二）安定力分析：探討員生社之財務信用結構。  

１、短期財務結構： 

（１）流動比率： 

       本比率表示流動資產超過流動負債之比率。 

       其公式為：流動資產÷流動負債×100% 

（２）速動比率： 

   本指標可用來評估員生社是否具有可靠且迅速之償債能力。 

       其公式為：速動資產÷流動負債×100% 

       （速動資產＝現金＋銀行存款＋應收票據＋應收帳款） 

（３）流動負債佔負債總額之比率： 

   本指標可用來評估員生社資金流動之安全性。 

   其公式為：流動負債÷負債總額×100% 

２、長期財務結構： 

（１）負債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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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稱為財務槓桿比率。本比率表示資產中每一元自有資金，相對

於有多少外來資金。 

   其公式為：負債總額÷社員權益×100% 

（２）固定比率： 

   本比率係用來衡量固定資產與自有資金的比例關係。 

   其公式為：固定資產÷社員權益×100% 

（三）活動力分析：探討員生社之週轉能力。 

１、總資產週轉率： 

      本比率代表平均每一元總資產，可產生多少銷貨淨額。 

      其公式為：銷貨淨額÷平均總資產×100% 

    ２、存貨週轉率： 

      本比率主要用來衡量商品之銷售速度，及存貨是否過多等問題。 

        其公式為：銷貨成本÷平均存貨×100% 

   ３、存貨週轉天數： 

   本比率表示存貨的平均週轉天數，週轉速度愈快天數愈短。  

   其公式為：３６０日÷存貨週轉率  

（四）生產力分析：探討員生社之投入與產出之關係。  

 １、每一員工銷貨額： 

   係指平均經由每位員工的投入，所能產出多少的營業收入。  

   其公式為：銷貨淨額÷員工人數 

２、每一員工獲益額：  

  係指平均每位員工的投入，所能提供員生社之純益，用以測量每一

員工對員生社的貢獻程度。  

    其公式為：本期純益÷員工人數  

３、用人費率：  

  係表示管銷費用中，用人費用所佔之比例，用以測知用人是否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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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公式為：用人費÷營業支出×100% 

４、每一員工用人費：  

  係指現職之員工平均每人所須支出的成本，用以衡量使用勞動力之 

成本。  

    其公式為：用人費÷員工人數  

５、每坪銷貨額（坪效）：  

  係指社場每坪可產生之銷貨收入，藉以測知貨品選擇陳列及動線規 

劃是否得宜。  

其公式為：銷貨淨額÷社場面積（坪）  

６、社員平均交易額：  

  係指社員至員生社交易之平均金額，用以測量已入社社員對員生社

之向心力。  

  其公式為：銷貨淨額÷社員總人數 

（五）成長力分析：探討員生社之成長能力。  

１、銷貨成長率：  

  用以測知銷貨淨額是成長亦或是衰退。 

  其公式為：（本期銷貨淨額－上期銷貨淨額）÷上期銷貨淨額×100% 

２、營業費用增加率：  

  本比率應與銷貨成長率相比較，才能顯現出意義，若營業費用係  

因銷貨擴增之影響而增加，則屬良性互動，反之，則有害營運。  

      其公式為：（本期營業費用－上期營業費用）÷上期營業費用×100 % 

３、總資產成長率：  

    本比率之意義在於測知員生社總資產是否增加，員生社整體規模是

否成長，但須考慮其係負債增加亦或是社員權益增加。  

  其公式為：（本期總資產－上期總資產）÷上期總資產×100 % 

 ４、社員權益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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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比率用以了解社員權益是否增加。 

   其公式為：（本期社員權益－上期社員權益）÷上期社員權益×100 % 

參、稽核評鑑  

錢金瑞對員生社內部稽核的意義、目的與範圍，有如下之看法：   

一、內部稽核  

（一）意義：  

內部稽核係員生社本身的一種自我反省與檢討，藉由異常原因之追查，改善

對策之擬定，以促成員生社預期目標之實現。  

（二）目的：  

      １、維護員生社的純真本質。  

      ２、強化員生社之經營體質。  

（三）範圍：  

   １、社務：  

（１）內部組織是否健全。  

（２）是否符合民主管理原則。  

２、業務：  

（１）業務項目是否符合社員共同需要。  

（２）經營之績效如何。  

３、財務  

（１）會計制度是否健全。  

（２）記帳原則是否持續被遵循。  

（四）報告：  

員生社之內部稽核報告，詳如（表 3-5）。（錢金瑞，2001：53）  

（五）依據：  

監事會依據下列相關法規辦理稽核：  

１、監事會監察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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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  

３、合作社帳目審查辦法。  

４、重要費用支出應行注意事項。  

５、年度盈餘之處理規定。  

二、外部評鑑（主管機關）  

依據合作事業獎勵規則第３條規定：合作社及合作社聯合社之考核，於年度

終了時，由合作主管機關依下列方法調查各社成績：  

（一）依據各種報告後抽查。  

（二）委託附近合作促進機關查報。  

（三）指派人員實地調查。  

    合作社的成績調查評定表將考核項目分為社務、業務、財務、其他，如（表

3-6），依表所列各項規定以分數表示其等級：  

（ㄧ）九十分以上者為優等。  

（二）八十分以上者為甲等。  

（三）七十分以上者為乙等。  

（四）六十分以上者為丙等。  

（五）五十分以上者為丁等。  

（六）不及五十分以上者為戊等。  

    合作社或聯合社經主管機關成績考核評定後，其獎懲規定如下：  

（一）優等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獎狀，並由縣府發給獎金。  

（二）甲等由縣府發給獎狀、獎金。  

（三）乙等可予敘獎。理、監事主席各嘉獎兩次，經理及其他聘任人員各嘉

獎一次。  

（四）丙等不予敘獎。  

（五）丁等由縣（市）主管機關輔導改善。  

（六）戊等由縣（市）主管機關令飭解散。   



我國中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經營問題之研究–法制與實況之對照  

 74

表 3-5  員生社內部稽核報告  

員生消費合作社內部稽核報告  

                                         報告日期：     年     月     日  

抽            查              項              目  抽查  
意見  

一、組織基本資料是否具備？記載是否完善？  
□章程    □辦事細則   □登記證    □營利事業登記證  
□社員名冊  □社員代表名冊 □理事名冊   □監事名冊  
□職員名冊  □收發文號簿  □社員大會記錄 □理事會記錄  
□監事會記錄 □社務會記錄 

 

二、社員（股金變動是否按規定辦理？）  
□出入社是否經理事會決議？  
□入社是否發給股票？  
□股金是否依規定繳納？  
□社員名冊所載股金總額是否與帳載相符？  
□是否報辦變更登記？  

 

三、各項法定會議是否按時召開？（注意開會次數、出席人數、會議記錄

內容是否依規定報備）  
 □社員大會 
 □理事會 
 □監事會 
□社務會  

 

四、各項文書處理是否符合規定？（注意公文編號、登記、核章、保存）  
 

 

五、是否辦理合作教育？（注意項目、對象、內容、人數、次數、經費）  
 

 

六、是否依章程規定經營業務？（注意章程所定業務與目前業務是否相符  
，目前業務是否符合社員之需要）  

 

 

七、業務是否成長，亦或衰退？（以本年度業績與上年度比較，填入具體  
比較數字，並查明差異原因）  

 
 
 

 

資料來源：錢金瑞，2001，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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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合作社年度業務考核表  

資料來源：Download 自＜合作社年度業務考核表＞，《桃園縣政府社會局網頁》  

調查項目 考        核        標        準 給分限度 調查評定分數

社    務 一、各項法定會議有無按時召開。 一至三分  

 二、法定會議有無於十五日內報縣府核備。 一至三分  

 三、有無公文收發登記簿。 一至三分  

 四、章程是否經縣府核備。 一至三分  

 五、理、監事改選有無於期限內報縣府辦理變更登記。 一至三分  

 六、理、監事任期屆滿有無按時辦理改選。 一至三分  

 七、有無於年度結束三個月前辦理社籍清查。 一至三分  

 八、有無製作股票，並保存股票存根聯。 一至三分  

 九、有無製作社員名冊、理監事名冊、職員名冊。 一至三分  

 十、有無移交清冊。 一至三分  

業    務 一、有無依章程規定辦理業務。 一至三分  

 二、業務有無成長。 一至三分  

 三、接受機關或學校委託，有無簽訂委託書。 一至三分  

 
四、販售品項是否經社務會通過，販售食品飲料是否經衛生檢驗

合格。 
一至三分  

 五、售價應低於市價，銷貨毛利最高不得超過售價之 20%。 一至三分  

 六、有否作社員交易登錄。 一至三分  

 七、有無依年度業務計畫執行。 一至三分  

 八、與廠商訂定之各項契約書有無過期。 一至三分  

 九、各項工程採購，是否按辦事細則規定辦理。 一至三分  

 十、有無制定人事管理規則及辦事細則。 一至三分  

財    務 一、有無於期限內向縣府彙報年度業務報告書。 一至三分  

 
二、有無保存會計帳冊（含傳票、原始憑證、日記簿、分類帳、

年度財務報表）。 
一至三分  

 三、盈餘分配有無經縣府核備後始發放社員分配金。 一至三分  

 四、是否有製作財產清冊，並編號專人保管。 一至三分  

 五、接受政府補助是否製作政府補助款備查簿。 一至三分  

 六、司庫（管錢）與會計（管帳）是否分由不同人員擔任 一至三分  

 七、分類帳會計科目餘額是否與財務報表各科目餘額相符。 一至三分  

 八、財產報廢是否經社員大會同意。 一至三分  

 九、每年之業務報告書是否裝訂成冊。 一至三分  

 十、公益金使用是否經過社務會通過，並用於公益事業。 一至三分  

合作教育 一、是否派員參加縣府或內政部辦理之合作社研習會。 一分  

 二、是否派員參加縣府辦理之合作社場示範觀模會。 一分  

 三、是否辦理社員合作教育研習會並報縣府備查。 一分  

 四、是否辦理合作教育宣導活動並報縣府備查。 一分  

其    他 一、當年度經縣府抽查有部分缺失，並已確實改善者。 一分  

 二、是否連續三年未虧損。 一分  

 三、有無承辦縣府委託之示範觀模會。 一至四分  

調查者意見  總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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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員生社選聘人員之法律責任分析 
壹、選聘人員與員生社之關係  

    欲探究員生社理、監事及經理之法律責任，先得釐清其與員生社之關係，依

據吳煌和之看法，選任及聘任人員與員生社之關係如下：  

一：理事、監事與合作社之關係（選任人員）  

合作社法第３２條規定：「合作社設理事至少三人，監事至少三人，由社員

大會就社員中選任之。」這裡所謂的「選任」，就合作社方面來說，乃指「選舉

擔任」，但就理、監事方面來說，則應解釋為「當選就任」。合作社依法選舉理、

監事並將其事務委任理、監事處理，因此，理、監事與合作社之間的關係爲「委

任關係」甚為明顯。  

「委任」屬於對內的關係，委任的事務，如果需要代表合作社對外爲法律行

爲時，則須有代理權之授與。因此理、監事代表合作社對外為法律行爲時，必須

有理事會或監事會的決議，始得爲之。  

此外，委任關係的發生，係依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３６條前段之規定，「合

作社應於理、監事當選人名單公告後七日內通知當選人⋯」，因此，當選通知到

達當選人時，此刻通知當選始發生效力，只是，此項效力為通知當選的外部效力。

至於，通知當選的內部效力，則必須當選人願意接受當選（如不願意接受當選者，

依該法條後段之規定，應於接到通知日起七日內以書面答覆之，逾期未答覆者，

視爲接受），並就任理、監事職位之後，方始生效。  

此刻，理、監事與合作社間的委任關係開始發生。  

二、經理與員生社之關係（聘任人員）  

依合作社法第４４條明訂：「合作社因業務之必要，得設事務員及技術員，

由理事會任免之」。另依據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第 4 條補充規定：「 

合作社得將其事務員及技術員，訂定人事編制規定，並視業務需要，置總經理或

經理、副總經理或副理、主任、文書、會計、出納、助理員或其他人員等級次，

由理事會提經社員大會決議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準此，合作社之經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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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聘僱人員與合作社之間的關係為「聘僱關係」。（吳煌和，2001：14-15）  

貳、選聘人員之義務  

一、選任人員之義務  

  茲依據合作社相關法令，將理事之義務，依條文之先後順序，條列如下：  

（一）理事之義務  

       １、新加入之社員，合作社應於許可其加入後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登

記。（合作社法第１４條）  

２、理事會應置合作社章程、社員名冊、社員大會紀錄及其它依法應備

之簿冊於合作社。（合作社法第３５條）  

３、理事會於年度終了時，製作業務報告書、資産負債表、損益計算表、

財産目錄及盈餘分配案，至少於社員大會開會十日前，送請監事會

審核後，報告於社員大會。（合作社法第３６條）  

４、社員及合作社債權人，均得查閱前述二條之書類，理事會無正當理

由不得拒絕。（合作社法第３７條）  

５、理事不得兼任其他同性質合作社之理事或與合作社有競爭關係之團

體或事業之職務。（合作社法第４０條）  

６、全體社員四分之一以上，請求理事會召集臨時社員大會，該會應自

請求提出後十日內爲召集之通知。（合作社法第４７條）  

７、社員大會流會二次以上，理事會得以書面載明應議事項，請求全體

社員於一定期限內通信表決之，其期限不得少於十日。  

（合作社法５１條）  

８、有限責任或保證責任之合作社，不能清償其債務時，理事會應向法

院爲宣告破産之聲請。（合作社法第５６條）  

９、合作社決議解散，應於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合作社法第５７條）  

１０、合作社爲合併時，應於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分別依佐列各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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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  

（１）因合併而存續之合作社，爲變更之登記。  

（２）因合併而消滅之合作社，爲解散之登記。  

（３）因合併而另立之合作社，爲設立之登記。（合作社法５８條）  

１１、合作社解散或爲合併時，應於一個月內分別通知各債權人，並公告

之。（合作社法第５９條）  

１２、合作社理事不得兼任各級職員。但情形特殊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員生社除外）。（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第７條） 

     １３、合作社理事及職員出國或在國內參觀考察，應編列預算。但情形特

殊經理事會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合作社組織

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第１２條）  

（二）監事之義務  

   茲依據合作社相關法令，將監事之義務，依條文之先後順序，條列如下： 

１、監事不得兼任理事、事務員或技術員。（合作社法第４０條前）  

２、監事不得兼任其他同性質合作社之監事或與合作社有競爭關係之團

體或事業之職務。（合作社法第４０條後）  

３、監事不得享受第２３條所規定之酬勞金。（合作社法第４１條）  

４、有限責任或保證責任之合作社，不能清償其債務時，監事會應向法

院爲宣告破産之聲請。（合作社法第５６條）  

５、監事行使合作社法第六條規定之監察事項，不得影響合作社事務之

進行。（合作社監事會監察規則第３條）  

其監察之事項如下: 

（１）事務與會計、組織及管理。  

（２）法令之遵守情形。  

（３）章程及規則之遵守。  

      （４）社員（社員代表）大會、社務會、理事會、監事會及其它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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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件之執行情形。  

（５）社員名簿、檔案、帳冊之整理及保存情形。  

（６）業務計畫之執行與營運方法之檢討。  

（７）各項收入。  

（８）各項支出。  

（９）現金存款及各項流動資産之出納與管理。  

   （１０）固定資産之取得、處分與保管。  

   （１１）財産之管理與運用。  

   （１２）預算、決算之審核。 

      前項第１２款決算之審核，應依合作社帳目審查辦法規定辦理。  

      （合作社監事會監察規則第６條） 

６、監事監查結果應向監事會提出監查報告，並由監事會送請理事會辦  

理。（合作社監事會監察規則第８條）  

７、年度結束，監事會應提出書面報告，將監查結果報告社員（代表）

大會。（合作社監事會監察規則第１０條）  

８、監事及監查員對於應監查而知悉之社務、業務、財務情形，應保守

秘密，不得對外散佈。（合作社監事會監察規則第１１條）  

   １０、辦理查帳之監事及各級主管機關所派抽查人員，應於查畢時，在經

查帳冊最後一行逐一蓋章。（合作社帳目審查辦法第１４條）  

二、聘任人員之義務  

茲將員生社聘任人員之義務，列述如下： 

（一）經理  

１、經理人執行職務，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民法第５３５條） 

２、經理人非得其合作社之允許，不得爲自己或第三人經營與其所辦理

之同類事業，亦不得為同類事業合作社無限責任之社員。學說上稱

爲同業競爭禁止義務。（民法第５６２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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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經理人違反前條義務時，其合作社得請求因其行爲所得之利益，作

爲損害賠償。（民法第５６３條）  

此外，要注意的是，經理人係為合作社管理事務，及爲其簽名之權利人。不

管其名稱如何稱呼，只要在法律上經合作社授與代理權者，均為經理人。至於其

簽名的方法，法律上並無明文規定，解釋上僅簽合作社之名稱，或附記經理人之

姓名，或僅簽經理人之姓名，只要能認係為合作社之簽名即可。  

惟經理人為合作社發行票據，依票據法第９條規定，需載明合作社及其代理

之旨，例如：「□□合作社經理人□□□」。若經理人未載明為合作社代理之旨，

而簽名於票據者，應自負票據上之責任。反之，若經理人於其權限內為合作社發

行票據，並已載明為合作社代理之旨，而簽名於票據者，則應由合作社負責。（吳

煌和，2001：18）  

（二）經理以下職員  

經理以下職員執行職務時，應遵守各員生社訂頒之人事管理規定。（合作社

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第４條），此項規定之內容因社而異，茲舉例說明之。 

１、應盡忠職務，公正和藹，依法令規章之規定執行職務。  

２、應保守秘密，未得上級許可，不得發表職務言論。  

３、因公出差不得有藉故遲延之行爲。  

４、非因疾病或必要事故，不得請假。  

５、不得利用職權收受餽贈或爲自己圖利，或爲他人圖利。  

６、應節省公款，善盡保管本社財物責任，非因職務需要，不得動用公

物，支用公款，並不得損毀變換或轉借他人使用。  

７、其他。  

參、選聘人員之法律責任  

    「合作社理、監事或其他職員，違反本法及本細則之各項規定，或不依章程

規定處理社務，致合作社或社員受損害時，除依法處置外，並得由社員（代表）

大會依章程規定處理之。」由合作社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條文觀之，合作社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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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及經理等職員於執行職務時，可能涉及如下三種責任：  

一、行政責任  

    「理事、監事及經理，違反法令或合作社章程，或因失職，須負國家或合作  

社不利處分之責任，謂之行政責任。」（吳煌和，2001：19）依合作社法之規定， 

行政處分有下列兩種：  

（一）解職：  

     １、決議解職： 

      理、監事違反法令或合作社章程時，得由社員大會全體過半數之決

議，解除其職權。其失職（決策有瑕疵、估計有錯誤、推諉稽延、

坐失良機、貽誤失察等行為皆是）時，亦同。（合作社法第４２條） 

    ２、命令解職： 

    理、監事違反法令，或有其他足以危害合作社之情事者，主管機關

認為有必要時，得令其解除職權。（合作社法第４３條）  

（二）罰鍰：  

１、合作社理事，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台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

以下之罰鍰：  

        （１）違反第４７條第２項關於通知期限之規定。 

         （２）違反第５１條或第６４條關於通知或公告期限之規定。      

        （３）違反第６０條第３項規定。 

有前項第２款或第３款情事者，除處以罰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合作社法第７３條） 

     ２、合作社理事、監事，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四千元以上二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 

（１）未依第３５條、第３６條第１項、第６３條第１項或第６５條規定備

置、製作、造具、陳報、報告、提交相關簿冊、書類，或為不實之記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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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規避、妨礙或拒絕社員及合作社債權人依第３７ 規定查閱書類。 

（３）違反第４０條之１或第６３條之１規定。 

（４）有第５６條規定情事，不為宣告破產之聲請。（合作社法第７４條） 

     ３、合作社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 

     （１）違反第９條第１項、第３項、第１０條之１、第１０之２、第１４條 

第２項、第３６條第２項、第５７條第１項或第５８條關於登記、開

始經營、報請備查或核定期限之規定。 

     （２）違反第２１條第１項或第５９條第１項關於通知或公告期限之規定。

（合作社法第７３條之１） 

４、合作社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四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 

（１）違反第３條之１第２項或第６條第１項規定。 

（２）違反第２２條或第２３條第１項規定。 

（３）違反第４０條規定。（合作社法第７４條之１） 

前述第３、４項罰則，雖非針對理、監事處以罰鍰，而是針對合作社開罰，但深究

其因，亦為理、監事未能盡職所致，故在此亦將其列出。 

此外，經理如有違法失職，主管機關亦得按其人事管理規定予以申誡、記過、記大

過、降職、減薪、解職等處分。 

二、民事責任  

  「理、監事及經理之侵權行為，所負民事上之賠償責任，謂之民事責任。」 

（吳煌和，2001：21）茲就選任人員及聘任人員兩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一）理、監事部分  

１、「理事依本法及合作社章程之規定，與社員大會之決議，執行任務  

並互推一人或數人對外代表合作社。理事違反前項之規定，致合作  

社受損害時，對於合作社負賠償之責。」（合作社法第３４條）惟 



第三章  我國中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法制建構面向分析  
 

 83

理事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者，不負賠償責任。  

２、合作社對於有代表權之理、監事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 

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２８條）  

  ３、無代理權之理、監事，而以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對於善意

相對人，負損害賠償之責。（民法第１１０條）  

（二）經理部分  

１、經理執行職務時，如有違反法令、章程等情事，致合作社受損害時，

合作社得依聘僱契約之法理，向其請求賠償，其因執行職務至第三

人受損害者，應依受僱人侵權行為之法理，與合作社連帶負賠償責

任。（民法第１８８條第１項）。  

２、合作社賠償損害時，對於侵權行為人（經理），有求償權。（民法

第１８８條第３項）。  

３、如侵權行為與執行職務無關者，應由其個人（經理）自負損害賠償

之責。（民法第１８４條）  

三、刑事責任  

「理、監事及經理於執行職務時，因觸犯刑章，所應負之刑罰責任，謂之刑

事責任。」一般較常見的有（吳煌和，2001：22）：  

（一）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例：某理事主席未召開理事會，卻偽造理事會之決議錄，即構成「偽造私文 

書罪（刑法第２１０條），若以此向主管機關申報，則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刑法第２１６條）  

（二）工商秘密罪：  

  例：無故違反法令或契約之規定，洩漏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合作社之工商秘  

密，即構成「洩漏業務上知悉之工商秘密罪」。（刑法第３１７條）  

（三）業務侵占罪：  

例：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侵占罪者，以業務侵占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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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３３６條）  

（四）背信罪：  

  例：處理合作社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不法利益，或損害合作社之利 

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合作社之財產或其利益者，即構成「背 

信罪」。（刑法第３４２條）  

  理事、監事及經理與其他職員為合作社經營成敗的關鍵人物，若能謹守應有

的職責及分際，釐清相關法令之規定並依法經營，才能免於因「誤觸法網」而必

須承擔相關之法律責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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