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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生產】【運銷】
□□
【供給】【利用】
本社定名責任新竹縣□□□□□ 【勞動】【運輸】 合作社章程
【消費】【公用】
【保險】
第二條 本法以加強各社員生產上之聯合，共謀生產技術之增進與生產收益之增加為目的。(生產
合作社)
本社以共同運銷社員產品，改進運銷技術，並增進其收益為目的。(運銷合作社)。
本社以置辦□□等物品供社員之需為為目的。(供給、消費合作社)
本社以自設□□供社員□□為目的。(公用、利用合作社)
本社以承攬土木建築工程，增加社員之收益為目的。(勞動合作社)
本社以置辦運輸工具，便利旅(貨)運為目的。(運輸合作社)
本社以辦理財產保險，減輕社員損失為目的。(保險合作社)
第三條 本社為保證責任組織，各社員之保證金額為其所認股之□倍(最少五倍)，並以其所認股
額及保證金額為限，負其責任。
本社為無限責任組織，於本社財產不足清償債務時，由各社員連帶負其責任。
本社為有限責任組織，各社員以其所認股額為限，負其責任。
第四條 本社以新竹縣為組織區域。
第五條 本社社址設於□□縣(市)□□(鄉)(鎮)(區)□□路(街)(村)□□號。並得經主管機關核
准在組織區域內設立分社或組織區域外設立辦事處。
第二章 社 員
第六條 本社社員以在本社組織區域內居住之人民，年滿二十歲或未滿二十歲而有行為能力，無
吸食鴉片或其他代用品，宣告破產及褫奪公權之情形者為合格。
第七條 凡願加入本社者，應先填具入社願書經社員二人之介紹，或直接以書面請求，「由社務
會提經社員(代表)大會，出席社員(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通過，始得入 社。」(在保證有
限責任合作社則「」內為「經理事會之同意，並報告社員(代表 )大會。」)
第八條 本社社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社：
一、 違反第六條所規定情事之一者。
二、 死亡。
三、 自請退社。
四、 除名。
第九條 本社社員得於年度終了時，自請退社，但應於三個月前，向理事會提出請求書，經理事
會核准。
第十條 本社社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經社務會出席理監事四分之三以上之決議，予以除名，
以書面通知被除名之人，並報告社員(代表)大會：

一、 不遵照本社章則及社員(代表)大會決議履行其義務者。
二、 有妨害本社社務業務之行為者。
三、 有犯罪或不名譽之行為者。
第十一條 出社社員，對於出社前本社所負之債務，自出社決定之日起，經過二年始得解除，但
本社於該社員出社後六個月內解散時，該社員視為未出社。(此條僅適用於無限及保證
責任之合作社。)
第十二條 出社社員得請求退還其已繳股款，「但本社得以貨物，償付出社社員之退還股金。」(在
供給及消費合作社以外之合作社則「」內文字應刪去。) 前項股款之退還於年度終了結
算後決定之。
第三章 社股
第十三條 本社社股金額每股新臺幣□元，(至少六元至多一百五十元)社員每人認購□股，(至
少一股)入社後得隨時添認社股，但至多不得超過股金總額百分之二十。
第十四條 社員認購社股，分□期繳納，第一次所繳股款，不得少於所認金股金總額四分之一。
前項社員欠繳之社股金額，本社得將其應得之股息及盈餘撥充之。
第十五條 社員不得以其對於本社或其他社員之債權，抵銷其已認未繳之社股金額，亦不得以其
已繳之社股金額，抵銷其對於本社或其他社員之債務。
第十六條 社員非經本社同意，不得出讓其所有之社股或以之擔保債務。
第十七條 凡受讓或繼承社股者，應繼承讓與人或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受讓人或繼承人為非社
員時，應適用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
第四章 組織
第十八條 本社設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及社務會。
第十九條 社員(代表)大會為本社之最高權力機關，由全體社員(代表)組織之。社員代表依左列
規定產生之：
一、 個人社員按社里(區)分組，各組社員每□□人推選代表一人，不滿□□人而超過
□□人者，得增選代表一人，(由社自行酌定)
二、 其他法人社員每單位推選□人。(最多五人)前項社員代表任期□年(至多三年)，
連選得連任。」(如設社員大會則「」內文字應刪去)。
第二十條 本社設理事□人(至少三人)，候補理事□人(至多不得超過理事人數三分之一 )，監
事□人(至少三人)候補監事□人(至多不得超過監事人數三分之一)，均由社員(代表)
大會就社員中選舉之。
理事會由理事組織之，監事會由監事組織之，理事會，監事會各設主席一人，由理事
監事分別推選之。候補理事及候補監事在遞補前不得出席理監事會議。
前項理事之任期為□年(一至三年)，監事之任期為□年(一至三年)，均得連選連任。
第二十一條 社務會由理事、監事共同組織之。
第二十二條 本社為促進社務健全，得於社員(代表)大會推舉評議員若干人組織評議會，督促理
監事及其他職員執行職務。
第二十三條 社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 選舉及罷免理監事及評議員。

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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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二、 審核並接受社業務報告及會計報告。
三、 通過預算決算及業務計畫。
四、 制定或修訂各種章則。
五、 規劃社務進行。
六、 處理理事監事評議員及社員(代表)之提議事項。
七、 通過本社向外借款最高金額。
理事會議之職權如下：
一、 擬訂業務計畫。
二、 聘任職員。
三、 處理社員提出之問題。
四、 調解社員間糾紛。
五、 處理社員(代表)大會決議交辦事項。
六、 處理其他理事監事提出之事項。
七、 通過社員之入社出社。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監查本社財產狀況。
二、 監查本社業務執行狀況。
三、 審查合作社法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所規定之書類。
四、 當本社與理事訂立契約或為訴訟上之行為時，代表本社。 監事為執行前項職務，
認為必要時，並得召集臨時社員(代表)大會。
本社設經理，(於必要時得設副經理)文書、司庫、會計各一人，由理事會任用之，助
理員、見習生若干人，由經理提請理事會任用之。
本社因業務之需要，得分部經營，各部設主任一人，由經理提請理事會任用之，受
經理之督導，進行專司之業務。
本社於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如信用合作社設信用評定委員會；消費合作社設物
價評定委員會等。)委員委會員，由理事會聘任之，各種委會章程另定之。
理事、監事、評議員、各種委員會委員，皆屬義務職，但有必需公務費用時，由理事
會之認可支付之。
本社出席聯合社代表，由理事會提出於社員(代表)大會推選之，其任期為□年(最
多三年)，但出席聯合社代表被選為理監事時，以聯合社規定之任期為任期。
第五章 會議
社員(代表)大會分通常社員(代表)大會及臨時社會(代表)大會兩種。
通常社員(代表)大會於每一業務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召集之，臨時社員(代表)大會
因下列情形之一召集之：
一、 理事會、監事會、評議會於執行職務上認為有必要時。
二、 社員(代表)全體四分之一以上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其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集時
前項第二款請求提出後十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社員(代表)得呈報主管
機關自行召集。

第三十二條 社員(代表)大會應有全體社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社員(代表)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但解除理事監事之職權，須由全體社員(代表)過半數之決
議，解散本社或與他社合併之決議，應有全體社員(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
席社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三十三條 社員(代表)大會以理事主席為主席，理事主席缺席時，以監事主席為主席。
監事召集大會時，由監事主席為主席。
評議會召集大會時，由評議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社員(代員)自行召集大會時，臨時公推一人為主席。
第三十四條 社務會每三個月召集一次，由理事主席召集之，其主席由理監事互選之。
社務會應有全體理事監事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同意，
始得決議。
社務會開會時，經理副經理事務員技術員得列席陳述意見。
第三十五條 理事會監事會評議會每月召集一次。理事會監事會由各該會主席召集之，評議會由
評議員互推一人召集之，開會時之主席由評議員輪流擔任之。
理事會、監事會及評議會應各有理監事評議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理事、
監事、評議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章 業務
(生產合作社用)
第三十六條 本社業務如下：
一、 榨豆油及豆餅。
二、 製醬油。
三、 製革。
四、 釀醋。
第三十七條 前條業務上所需原料，由各社員以其生產物供給之。
前項社員之生產物，由本社依契約之規定徵集之。
第三十八條 本社徵收社員之生產品時，按其品質數量付以當時之市價。
第三十九條 本社技術事項，得聘用專門人員擔任之。
第四十條 本社雇用工人時，應先從社員及其家屬雇用之。
第四十一條 本社業務細則由理事會理定之。
(運銷合作社用)
第三十六條 本社業務如下：
一、 棉花小麥稻米茶葉花生等之運銷。
二、 土布草帽辮等之運銷。
第三十七條 本社對社員委託運銷之物品，得徵收手續費，於本社支付其代價扣除之。
前項手續費之數額，由理事會定之。
第三十八條 社員已交產品者，得請求預借代價，其預借額須在該物品時價十分之七以內。
第三十九條 社員委託運銷之物品，如須加工精製者，本社得由其代價中扣除加工費，其標準由
社員(代表)大會決定之。

第四十條 本社收受社員之運銷物品後，除天災及不可抗力外，其危險責任由本社負擔。
第四十一條 本社業務細則另定之。
(供給消費合作社用)
第三十六條 本社業務如下：
籽種肥料農具家畜家禽樹苗等之供給。(供給合作社)
米麵粉雜糧醬醋糖雜貨布匹文具等之供應。(消費合作社)
前項物品本社得購進原料自行加工或製造之。
第三十七條 理事會得按照社員特約購進貨物或自行製造。
第三十八條 社員非得理事會承認，不得向社外購買本社經售物品，違反前項規定者，得徵收相
當之違約金，其情節重大者，得按照第十條之規定予以除名。
前項違約金徵收規則，由社員(代表)大會另定之。
第三十九條 本社售貨價格，以不超過一般市價為準，由理事會定之。
第 四十 條 本社售貨以現金交易為主：
凡購買生產用品價格過鉅者，得經理事會核准延期付款或分期付款，但得徵收月利
□分□厘以內利息，並得令覓交保證人或繳抵押品。(在消費合作社章程內本項可刪
去。)
第四十一條 凡訂購貨物者須預交代價之一部或全部。
前項訂購貨物到社後，本社通知社員限期來取，過期不取，得徵收相當違約金，或
由本社轉售他人，其損失仍由原訂購人負責。
(公用利用合作社用)
第三十六條 本社業務如下：
洗澡理髮膳食診療托兒等公用設備之利用。(公用合作社)
電力水力機器等生產設備之利用。(利用合作社)
第三十七條 社員利用本社之設備時，須繳納利用費。
各種設備之利用費，於社員(代表)大會決議之範圍內，由理事會定之。
利用各種設備有損壞時，須照規定價格賠償。
第三十八條 利用費除有特別規定外，須於利用前繳清。
賠償費自決定賠償之日起一個月內繳清。
不按期繳清利用費或賠償費者，應徵收月利□分□厘之延期息。
第三十九條 本社設備在不妨害社員利用之範圍內，理事會得准許社員利用之。
第 四十 條 本社遇有公共設備需要勞力時，社員均應服役，其服役規則另定之。
第四十一條 本社業務細則另定之。
(勞動合作社用)
第三十六條 本社業務如下：
修繕築路開河堰挖塘造船等工程。
第三十七條 本社經營前條業務所需工具，除利用社員自備外，本社得置備公共必需之設備。
第三十八條 本社對於委託人委託修建各種工程，須由本社供給器材時，得由本社代辦之。
第三十九條 本社對於委託人委託修建各種工作，應依合約規定辦理，並收取修建費及器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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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修建費及器材費額由理事會定之。
本社承辦各種修建工程所需勞力，由本社社員擔任之。
前項擔任勞力之社員，得由本社給予適當之工資，其支付標準由社員(代表)大會決
定之。
本社業務細則另定之。
(運銷合作社用)
本社業務如下：
旅客運送棉花小麥稻米茶葉桐油布匹棉紗等之運輸。
本社經營前條業務，得由社置備運輸工具。
本社辦理客運時，旅客對本社行旅規則，有遵守之義務。(客運用)
本社承受委託人委託運輸各種物品，以由委託人自行包紮緊密為原則。如有包紮不
善，及容易損壞物品本社得拒絕收受。(貨運用)
本社對客運貨運徵收費用。其收額由理事會定之。
本社承受運輸物品，除天災及不可抗力外，其危險責任，由本社負擔(貨運用)
本社業務細則另定之。
(保險合作社用)(暫以產物損失保險為準如辦理火險及人壽險應另擬)
本社業務如下：
牛羊豬稻麥棉花高梁甘薯農藝品工藝品等損失保險。
本社承辦前條各種業務，對要保社員，以契約行之，保險契約以保險單為之，保險
單應記明左列事項，由理事主席經理署名蓋章。
一、 保險種類。
二、 保險金額。
三、 保險費數目及保險期間。
四、 要保社員姓名。
五、 填發保險單年月日及該單之記號及號數。
六、 保險契約期滿年月日。
遇保險標的物滅損時，要保人應立即向本社報告，由本社派員查驗。
要保人對保險標的物之滅損，不立即報告，致本社無從查驗者，於請求給付保險金
額時，須覓保證，證明標的物之滅損。
本社對於要保社員於約定時期收受保險費，其保險費率由理事會定之。
前項保險費如要保社員不按期繳納，保險契約之效力，即行終止。
本社業務資金之運用，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 社員存款。
二、 以擔保確實之有價證券為抵押之放款。
三、 以不動產為第一擔保之放款。
四、 對於公債庫券及公司債之投資。
五、 對於不動產之投資。
前項第五款之投資不得超過所有資金總額三分之一，但營業用之房屋，不在此限。

第四十一條 本社保險業務細則另定之。
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七條

第七章 結算
本社以國曆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一業務年度，理事會應於每年度終了時，
造成業務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計算表、財產目錄及盈餘分配案，至少於社員(代
表)大會十日前送經監事會審核後，連同監事會查帳報告書，報告社員(代表)大會。
本社年終結算後，有盈餘時，除彌補累積損失，及付股息至多年利一分外其餘數應
平均分為一百分，按照下項規定辦理：
一、 以百分之□作公積金，(至少百分之十)由社員(代表)大會指定機關存儲，或其
他確有把握之方法運用生息，公積金除彌補損失外，不得動用。
二、 以百分之□作公益金，(至少百分之五)，由社務會決議，作為發展本社業務區
域內合作教育及其他公益事業之用。
三、 以百分之十作理事及事務員、技術員之酬勞金，其分配辦法，由理事會決定之。
四、 以百分之□作社員分配金，按照社員對社之交額比例分配。
第八章 解散
本社解散時，清算人由社員(代表)大會就社員中選充之。
前項清算人應按照合作社法規定清理本社債權及債務。
本社清算後有虧損時，以公積金、股金順次抵補之。「如再不足，由各社員按照第三
條之規定，負其責任。」(在有限責任合作社「」內文字應刪法。)如有資產餘額時，由
清算人擬定分配案提交社員(代表)大會決定之。
第九章 附則
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合作社法，合作社法施行細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
本章程經社員(代表)大會通過，呈准主管機關登記後施行。

理事主席 （簽名蓋章）
監事主席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