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作 社 稽 查 考 核 及 獎 勵 辦 法  

(民國 106 年 05 月 12 日修正) 

 

第 1 條   本辦法依合作社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四條之三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主管機關應每年訂定年度稽查計畫及實施期程，派員實地

稽查合作社應稽查總社數十分之一以上為原則；無法派員

實地稽查時，得以書面稽查。 

第 3 條   稽查合作社之項目，包括社務、業務及財務；必要時，得

由主管機關決定之。 

第 4 條   稽查合作社之資料期間，以最近一年度為原則；必要時，

得由主管機關決定之。 

第 5 條   主管機關應依稽查所得資料，提出稽查報告，並就稽查發

現缺失，提出具體改進意見，督促合作社改善之。 

第 6 條   主管機關對於合作社稽查缺失之改善情形，應予追蹤輔

導；重大缺失未能及時改善者，應請其提出限期改善計

畫，並督促執行。 

第 7 條   主管機關辦理合作社之稽查，其稽查結果及缺失之改善情

形，列入年度考核之項目。 

第 8 條   主管機關應於每年度終了時，對於依法核准成立登記之日

起滿一年之合作社，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考核： 

一、書面考核：依據合作社報送之各種書類資料辦理。 

二、實地考核：指派人員前往合作社實地辦理。 

第 9 條 

 

主管機關應依據考核評定表（如附表）所列評分規定，評

定合作社之考核成績，並以考核成績之分數，評定成績等

級如下： 

一、九十分以上者為優等。 

二、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為甲等。 

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為乙等。 

四、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為丙等。 

五、未滿六十分者為丁等。 

第 10 條   主管機關應將考核結果之成績等級通知受考核之合作

社，並依下列規定分別辦理獎勵及輔導： 

一、 優等：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獎牌、獎狀或獎金；

必要時，主管機關亦得予以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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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甲等：由主管機關發給獎牌、獎狀或獎金。 

三、 乙等：由主管機關嘉獎。 

四、 丙等及丁等：不予獎勵，並由主管機關輔導改善；

重大缺失未能及時改善者，應請其提出限期改善

計畫，並督促執行，其改善辦理情形，列入次年

度之考核項目。 

前項評定成績等級列入優等者，應由主管機關檢同各該社

之考核評定表及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法定書類，於次

年度開始後四個月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辦。 

第 11 條   辦理合作社之考核時，對各該社理事、監事及其他職員應

同時考核，除有本法第四十三條情事依法辦理外，由主管

機關依下列各款規定考核之： 

一、 誠實勤勉公正，確為社內外人士所信賴者。 

二、 處理社務有條不紊，規劃業務切實周詳，致各社

員確已獲得福利者。 

三、 對於合作事業有深切認識，並熱心扶助提倡，確

具事實，足資楷模者    。 

四、 從事合作社理事、監事及其他職員工作合計五年

以上者。 

合作社理事、監事及其他職員經考核後，同時符合前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者，由主管機關發給獎牌或獎狀；同時

符合前項各款規定者，由主管機關詳具事實，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發給獎牌或獎狀。 

第 12 條   以詐欺或虛偽不實方法取得獎勵並經原給獎之機關查明

者，應撤銷其獎勵。 

第 13 條   本辦法於合作社聯合社，準用之。 

第 1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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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合作社考核評定表 
登記證字號： 

核准登記日期： 

社址： 

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評分標準 給分限度 
初核

分數 

評定

分數 

1.社務

（39％） 

1-1會議 

1-1-1 社籍清查 2分   

1-1-2 選任人員定期改選 2分   

1-1-3 社員（代表）大會召開及紀錄報備 2分   

1-1-4 理、監事、社務會召開及紀錄報備 2分   

1-1-5 社員出入社 2分   

1-2登記 

1-2-1 理、監事及章程變更登記 3分   

1-2-2 社員人數、股金總額、已繳股金變更登

記 
3分 

  

1-2-3 其他（社址、業務項目、組織區域等）

變更登記 
1分 

  

1-3合作教

育宣導 

1-3-1 參加主管機關辦理、補助或委託辦理之

合作教育訓練 
3分 

  

1-3-2 自行辦理社員、職員合作教育訓練 4分   

1-3-3 合作宣導 1分   

1-4行政管

理 

1-4-1 管理規章制定及報備 2分   

1-4-2 人員編制、人力配置及職員任免 2分   

1-4-3 公用物品採購、驗收及保管使用 2分   

1-4-4 文書管理 2分   

1-5福利服

務及公益 

1-5-1 社員福利 2分   

1-5-2 社員服務 2分   

1-5-3 社會公益 2分   

2.業務

（28％） 

2-1業務項

目 

2-1-1 符合章程規定比率 2分   

2-1-2 社員利用率 4分   

2-2年度業

務計畫 

2-2-1 計畫完整性 3分   

2-2-2 計畫可行性 3分   

2-2-3 計畫發展性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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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主管機關考核年度內未給予稽查者，「3-3-2主管機關稽查」分數併入「3-3-1內

部稽核制度及執行」計算，給分限度為 5分。 
二、主管機關綜合考評項目包括：（一）平時輔導合作社時，其配合及改善情形。（二）

考核為丙等及丁等者，其缺失改善情形。（三）其他相關事項遵循及配合度等事
項。 

主管單位：               機關首長： 

2-2-4 計畫合法性 2分   

2-3社間合

作 

2-3-1 水平合作 2分   

2-3-2 垂直合作 2分   

2-4市場競

爭力 

2-4-1 經營理念現代化（企業化） 2分   

2-4-2 經營發展策略永續性 3分   

2-4-3 經營發展策略前瞻性 2分   

3.財務

（28％） 

3-1財務管

理制度 

3-1-1 會計制度訂定及執行 2分   

3-1-2 財物管理 2分   

3-1-3 選聘任人員待遇及各項費用支給 2分   

3-2預算及

決算 

3-2-1 預算編列完整性 2分   

3-2-2 預算編列合理性 3分   

3-2-3 預算合法性 3分   

3-2-4 決算書類完整性 4分   

3-2-5 決算合法性 4分   

3-2-6 結餘分配（短絀分擔） 1分   

3-3稽核 
3-3-1 內部稽核制度及執行 3分   

3-3-2 主管機關稽查（備註一） 2分   

4.綜合考 

評(5％) 

主管機關綜合考評（備註二） 5分   

考核評語  

初核總分數 初核等級 

 
 

評定總分數 評定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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