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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幾凡有關儲蓄互助社的研習會及任何活動中

或者是社幹部私下之交談最夯的話題不外乎是儲蓄

互助社餘裕資金的問題，單位社過剩的餘裕資金造成儲蓄

互助社極大的困擾，因此社幹部往往祈盼協會能提供對策

來疏導，可是以疏導的方式並非永久之計，只能治標無法

治本，儲蓄互助社幹部應該積極探討「為何會有餘裕資金

及其成因」且極力尋求改善方為上策。針對「為何會有餘

裕資金」及「餘裕資金的來源」來回應社幹部對儲蓄互助

社餘裕資金的問題時社幹部皆表現茫茫然且陷入兩難之窘

態，試想一般金融機構如何因應濫頭寸的問題，儲蓄互助社亦曾遭受到金融機構對

大額存款之拒絕。「從優秀到卓越」一書中，理出經營者「窗戶和鏡子」的心態；

於專業的堅持中「遇到橫逆時，不望向窗外，指責別人或怪罪運氣不好，反而照鏡

子反躬自省」。因此儲蓄互助社之社務經營遭此橫逆時期應由內自我檢視問題之癥

結所在。

儲蓄互助社身處現今社會上貸放金融之一，其所經營的存放款業務必須面對競

爭激烈的金融市場，如今儲蓄互助社遭受社會一般金融深化之影響致使儲蓄互助社

資金將難避免會有所起伏不定，例如「股金之流失」，當儲互社貸放比低時社理事

會又以調降放款利率來鼓勵借款，儲蓄互助社年度盈餘將受影響，如又巧遇一般金

融機構存款利息優於儲蓄互助社之股息時，試想股金大額者是否會有退股之現象。

面對這樣的環境，單位社應在社員教育時加強宣導理財工具的多元化，且工具於平

儲蓄互助社餘裕資金
之省思

「遇到橫逆時，不望向窗外，指責別人或怪罪運氣不好，反

而照鏡子反躬自省」。因此儲蓄互助社之社務經營於橫逆時

期應由內自我檢視問題之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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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注重保養與善用；再者，依個人淺見

儲蓄互助社之年度股息建議以一般金融

機構或郵局之活存息加上一年期之定存

息除以二較合理，再視當年營運加減碼

為之，但不可忽視利息攤還及強化儲互

社各項基金之作業。

原 本 為 儲 蓄 互 助 社 主 要 貸 放 業 務

之小額消費性借款，漸漸的被一般金融

用極度引誘的包裝所吞食，此時儲蓄互

助社只能冒險承貸放少數大額借款，然

這些大額借款又部分過於集中於固定家

族或利用借新還舊及換單方式來循環周

轉，試想於此收入減少情況下又承貸放

大額借款，萬一發生理賠難保LP之費率

不會不成比率的提高。

金融深化之外在因素加上儲蓄互助

社社務經營之內在因素產生經營壓力，

致使社務整體皆亂了方寸，因此難免影

響儲蓄互助社之餘裕資金、逾期貸款、

安全基金費率、盈餘（收、支）……等

之經營風險。

儲蓄互助社餘裕資金運用問題，僅

是個「現象」是「表相」 ，如何在這個

表相背後找出所隱藏的經營問題才是經

營者更該注意的課題。

一、備轉金業務功能扭曲

備轉金之業務本於方便部分社員某

些因素無法按月至儲蓄互助社辦理款項

之繳納而設立（儲蓄互助社設置備轉金

帳戶管理辦法第二條），整體金額應不

至於影響而成為社之餘裕資金，但因備

轉金可配發孳息（儲蓄互助社設置備轉

金帳戶管理辦法第五條）又有互助基金

之保障（10萬）且最高餘額之限制為20
萬（儲蓄互助社設立輔導管理與監督辦

法第二十九條），如今又方便社員現金

之存提及社員借款金額之轉入，如此優

渥的條件下難保部分社員之餘額逾越20
萬之最高限額，且餘額較高相對集中於

部分社員。因此儲蓄互助社整體資金於

短期內將造成一種假象，致使社幹部對

財報產生誤導。

備轉金業務之提領作業程序於儲蓄

互助社內部控管相較薄弱，因缺乏提領

之作業程序且資金進出又頻繁，以目前

第二條
儲蓄互助社得為每一位社員設一備
轉金帳戶，其用途為便利社員短期
週轉、轉存股金、繳息、還款及各
種代繳代辦款項。

第五條
儲蓄互助社備轉金帳戶不支付利
息，但理事會得將該帳戶結餘資金
存放在金融機構所孳生之利息，年
度終了酌于攤還給社員。

第二十九條
儲蓄互助社得為每一社員設一備轉
金帳戶，最高餘額為新台幣貳拾萬
元，不得約定利率支付利息，其設
置及用途應報請協會核准。

儲蓄互助社設置備轉金帳戶管理辦法

儲蓄互助社設立輔導管理與監督辦法

部分儲蓄互助社出納與會計尚難以切割

之情況下，風險管理實不可小覷。

二、高股利政策

儲蓄互助社社員於傳統上儼然習慣

並重視年度股息，因此造成社幹部對社

務經營之壓力，無論如何或鋌而走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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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惜的要創造高股利，如此難保社股

金隨股息及金融機構之利息起起浮浮而

起舞。多年來高股息政策已造成部分社

員股金於短期間內竄升，並造成儲蓄互

助社財務不穩固（基金累積過慢）。聖

經馬太福音第七章24節~27節：「兩種根

基」之比喻實在貼切。儲蓄互助社不只

是要把社務建造於磐石上而且更要累積

更多的基金盤纏於磐石上，以創造永續

經營的儲蓄互助社。

如今儲蓄互助社受金融深化之影響

是否能於一般金融機構提升利息之空間

讓股金大額之社員順其自然的瘦身，或

趁一般金融機構降息之空間多累積儲蓄

互助社各項基金，藉以強化儲蓄互助社

之基金。

有人說儲蓄互助社社員勿在乎股息

之多寡，個人卻認為應配合金融市場讓

社員對年度股息心存常態勿存妄想，亦

藉以激勵經營者讓經營者有一定之標準

或目標。

三、過份強調LS之理賠額

互助基金（LP/LS）之設立初衷為

保障正值經濟需求的青壯年社員而設立

之業務，為今此項業務似乎有被扭曲之

現象，試想以全國每一社員股金平均10
萬為例再以金字塔理論來論述，那多數

社員得為少數頂端社員承載較多之壓

力（初期LS之理賠為8萬爾後調高為12
萬、16萬、20萬、25萬、30萬…），不

但有失公平原則亦造成社餘裕資金之困

擾，及增加儲蓄互助社費用支出。

儲 蓄 互 助 社 應 為 窮 人 的 銀 行 ， 如

今因社會經濟變遷致使百姓貧富差距愈

大，儲蓄互助社是否應正面去思考「均

富」的社會責任，勿讓此非良性之循環

繼續惡化，此非儲蓄互助運動之福。

四、儲蓄互助社放款利率較金融機構高

之誤解

儲蓄互助社的放款利率真的比金融機構

高嗎？這是很多社員提出的疑問，或者

口說無憑，以下幾個例子可以讓您自行

判斷孰高？孰低？

案例1

案例 2

案例 3
市面上銀行所推出的信貸可以貸到

多少錢？一般利率是多少、貸款期

限多長？

小額信貸顧名思義就是

貸款金額小、不必抵押

品的無擔保信用貸款，

以最高額度來算，各家銀行差異頗

大，部分重視風險控管的銀行以50
萬元為限，也有銀行訂在80萬元，

另有部分銀行會對某些信用條件較

好的客戶提高到120萬元左右，120
萬元以上很少見。

但並非每個客戶都可以貸得到最高

額度，承貸銀行通常會抓一個中間

數，向上加碼、向下減碼，例如上

限為50萬元的銀行，可能以30萬元

為中間數，在某些信用條件下，向

上加碼核貸額度；在某些條件下則

必須減碼。

至於小額信貸的貸款期限，一般來說

是5至7年；利率方面依目前的利率

水準，各銀行大致在12%左右，並且

會再視客戶個人信用條件加減碼，部

份與銀行往來信用非常好的客戶也可

能在10%以下；另外，銀行核貸時，

一般都會收取一筆手續費之類的費

用，最低者在5,000元左右，或依撥

貸金額的1.5%到接近5%不等，也就

是說，光看利率高低，並不能確實掌

握向各家銀行借貸的成本。 

（記者陳中興／記錄整理）

根據媒體上之報導一般金融機構之

信用借款條件（利率）與儲蓄互助社之

借款條件（利率）相較結果並非如社員

所認知「儲蓄互助社較高」。如以同為

信用借款為例，一般金融機構之信用借

款較懂得包裝，儲互社較實在且不懂得

包裝。試想一般金融機構之借據，內含

多項密密麻麻的條文，借款人是否一一

過目或思考，我想借款人只會注意到簽

名蓋章處吧！而儲蓄互助社只有簡簡單

單的幾項約定。

銀行推出信貸10萬元，一年還清，

免利息但需繳交手續費7,000元，

此案與儲蓄互助社之借款利息相較

為何？

假設某社員向儲蓄互助

社借款1 0萬元，一年

還清，利息為月息1分
（年息12%），每月還本8,400元，

至還清利息繳納計6,504元。

某金融機構推出：貸款15萬元，期

間自民國97年5月至98年7月止共
15期（每月一期），利率9.7%，

採機動調整方式。本金平均每月攤

還10,000元，自民國97年5月起，

按月平均攤還本金且按本金餘額計

息。貸款期間，另此案例另需支付

風險管理費2,250元和帳管費7,000
元，故此案與儲蓄互助社之借款利

息相較為何？

於某銀行貸款，應繳

納利息9,702元＋風險

管理費2,250＋帳管費

7,000＝18,952元，而向儲蓄互助社

貸款15萬元，15期還清，利息為月

息1分計算，至還清貸款，利息繳納

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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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借自己的錢為何要繳利息

如果以單純字面上來解釋的話，試

問您日常於該金融機構存款，爾後要向

該金融申請借款時，請問您是否會向此

金融機構反應「借自己的錢為何要繳利

息」之質疑？又如以金融機構之定存單

質押借款時；是否能依定存單內之金額

全額借足？另借款利率亦隨定存單內之

存款利率追加1%（郵局）~1.5%（銀

行）。

存 款 與 借 款 本 是 兩 種 業 務 ， 存 款

是社員之義務，借款是社員之權利，義

務、權利本於互惠之原則，借款者如未

繳付利息，那儲蓄互助社必要之經辦費

用及應支付社員之股息、利息攤還……

等從何而來。

六、向儲蓄互助社借款缺乏隱密性以致

不好意思借款

此 現 象 就 有 待 社 幹 部 深 思 ， 社 員

於儲蓄互助社之存貸款，社幹部（含專

職）皆應為社員守密。社員之借款只有

其連帶保證人得以知道或社幹部於處理

社務時得以提供告知。

一般金融機構之信用借款（或信用

卡）、抵押借款及參與民間互助會（標

會）皆是一種借貸行為，又為何與身為

社員向儲蓄互助社申請借款會有兩樣

情，其實社員應該心存「金錢」只是一

種工具，只要善於應用並無所謂的「不

好意思」，倒是不善應用金錢才是所謂

的「不好意思」。況且儲蓄互助社章程

第九條明訂：身為社員其義務既是「認

繳股金」，然其權利即是「借款」，既

然如此；問題是否出在社員對其自身

第九條   社員權利及義務
一、權利：

1. 借款
2. 出席社員大會
3. 參加社內各種活動
4. 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發

言權、表決權
5.其他依章程應享之權利

二、義務
1. 服從會議決定
2. 認繳股金
3. 按期償還借款及按月繳納利息
4. 按規定繳納違約金或延滯利息
5. 參加社員教育活動
6. 其他依章程應盡之義務

儲蓄互助社章程

「義務」及「權利」的認知與如何善用

理財工具之說明。

七、社務經營未主動出擊且以被動的方

式經營

97年幹部研習中黃泉興教授曾經提

及，以前一般金融機構之營業處所的二

樓上皆為主管或經理之辦公室，一般客

戶難得與其謀面，如今銀行之主管或經

理之辦公室皆移至一樓的營業廳，甚至

座位上常看不到人，因為大部分的銀行

經理皆帶著旗下的主管外出拜訪客戶跑

業績去了。

儲蓄互助社雖然人力單薄，但亦可

多方尋找信評佳之社員加以財務分析鼓

勵其消費借款，如食衣住行育樂……等

器具是否該更換；甚者適時推出有效之

專案借款，如災後重建及購置、年節、

繳稅季節、助學……等，這些大部分是

小額消費性之借款，甚至隨時注意時代

最夯的流行之共購。其實主動出擊亦包

含逾期借款之即時處理。時代在變，我

們要要認清「要變才會贏」，要有「生

於憂患」之經營態度，否則儲蓄互助社

社務經營將「死於安樂」。

儲蓄互助社之社務經營如再不採積

極主動出擊的多變方式，則將被多變的

社會逼入死胡同。端看近期儲蓄互助社

處理經營困境的方式，幾乎採「守式」

缺乏主動出擊，這著實讓人擔憂。

八、社務「設限」與「設防」，設限自

己走不出去，設防別人走不進來

儲 蓄 互 助 社 之 社 務 ， 如 繼 續 安 於

「設限」與「設防」之經營心態，那儲

蓄互助社社務將漸漸凋零，且無法解決

目前儲蓄互助社所面臨日趨嚴重的三多

問題：「老人多、餘裕資金多、逾期貸

款多」。

為何社務經營要「畫地自限」呢？ 

「畫地自限」的社務經營心態是會形成

習慣的，俗話說：生於憂患，死於安

樂。儲蓄互助社是人之結合而非僅僅是

錢之結合，人是生生不息的，如未加速

社員之新陳代謝，儲蓄互助社社務將老

化，國內儲蓄互助社先驅許篤禮先生常

於推廣教育上諄諄告知，入社過程應遵

循「人到、心到、錢到」，反觀部分儲

蓄互助社確反向執行。

九、社員教育內容應創新且多樣化

社員教育勿以應付之心態而舉辦，

應選擇適當的時間且內容及方式應時常

有所變化，並融入時下話題，最主要的

是能將儲蓄互助社融入生活，如此社員

較易於體會。

活動後應深入進行檢討，勿讓活動

缺失重複上演，祈讓社員對屢次活動有

所期待為目標。

十、偏離經營原則

有感現今儲蓄互助社漸將經營原則

（核心價值）拋諸腦後，舉例來說有些

儲蓄互助社因為LS費率漸高，致使部

分儲蓄互助社理事會訂定限制高齡者不

接受入社為社員，此規定是否有違「經

營原則」內之入社公開及自願。個人認

為社理事會之社務經營是否應重新思考

儲蓄互助社之本質──小額認股（儲蓄

互助社在乎的是高儲蓄率而非高額存

款）、推動小額消費性借款之方向來經

營。

如今大部分儲蓄互助社社務經營面臨社員結構老化、逾貸比增加、盈餘縮水，

所謂儲蓄互助社經營的是人，如今人之體態漸變形（收益遞減支出漸增），俗諺也

說「凸肚短命（據醫學理論人之腰圍與壽命成反比）」……等內在因素之影響；加

上近期又受「金融深化」及中央銀行「陸續」微升利率……等外在因素之影響致使

儲蓄互助社餘裕資金之省思儲儲儲儲儲 焦點話題 題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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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互社更雪上加霜的面臨貸放比降低、餘裕資金充斥、股金流失……等經營困境。

儲蓄互助社餘裕資金過剩，是目前大部份儲互社共同之現象，然儲蓄互助社

應趁機調整社務經營並尋求永續性的解決之道。但部分儲蓄互助社將閒置資金之運

用，鋌而走險的將腦筋動到購買金融商品及外幣之業務上，即使依「儲蓄互助社

投資金融商品管理辦法」仍希望儲蓄互助社於辦理相關業務前應自問「準備好了

沒」！黃泉興教授於協會雜誌上曾提及：即使是現代化的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備有

專門的金融操作人才，對風險的控管及獲利性的提升，都還是一種挑戰，而儲蓄互

助社相對而言，更見劣勢，此一挑戰不容小覷，然儲蓄互助社之各項投資需自付盈

虧，風險波動大。但對一般金融機構而言，自有資本高承擔風險的能力強，即使部

份投資失利，只會反應在股價上，並無損其經營體質；儲蓄互助社股金對投資風險

的承受力是極為薄弱的，這是儲蓄互助社經營者不可不急迫深思的課題。

從聖經諾亞方舟的故事裡體會到「凡事要先作好準備，方舟是在大雨前建造

的」，因此經營儲蓄互助社要有危機意識，勿忽略了原有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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