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第 94 屆國際合作社節
合作社實務人員【合作社理念與一般合作社法規組】競賽試題
姓名：

座(編)號：

一、是非題：50 分(共 25 題，每答對一題給 2 分，對的打「Ｏ」，錯的打「Ｘ」)
１（Ｘ）合作社可同時經營合作社法第 3 條第 1 項所定各款業務。
２（Ｏ）合作社之社員組織包括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及社務會。
３（Ｘ）合作社之選舉或罷免會議未達法定出席人數流會者，應於十五日內重新召開會議選舉或罷
免。
４（Ｘ）合作社因政府、公益團體委託代辦及為發展需要，提供非社員使用之業務，須經主管機關
許可。
５（Ｘ）合作社之選舉，其應選出名額為三人以上時，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
６（Ｘ）選舉公告日後入社之社員，經依法辦理變更登記後，始得行使當屆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
免權。
７（Ｏ）合作社將候選人參考名單印入選舉票時，應預留與應選出名額或限制連記名額同額之空白
格位，由選舉人填寫。
８（Ｘ）為彰顯政府獎助合作事業發展政策，合作社法第 7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
合作事業發展基金，並訂定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９（Ｘ）無行為能力人經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均可成為合作社準社員。
10（Ｏ）合作社違反合作社法第 3 條之 1 第 3 項或第 4 項之收益處理及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有關非社
員使用合作社服務之業務項目、範圍、基準、限額、收益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經依第 74 條之 1 第 1 款規定，按次處罰逾 3 次，屆期仍未改善者，主管機關得命令解散。
11（Ｏ）合作社採登記候選方式辦理選舉，同一社員或社員代表不可能同時當選為理事及監事。
12（Ｏ）合作社應於社員代表、理事或監事任期屆滿三個月前，由理事會推定理事若干人，成立社
員社籍清查小組，辦理社籍清查。
13（Ｘ）某合作社有股金總額 200 萬元，當公積金累積超過 200 萬元時，合作社即可自定每年應提
之數。
14（Ｏ）合作社之罷免案經否決者，在同一任期內對同一被申請罷免人，不得再以同一理由提出罷
免。
15（Ｘ）合作社社員出社後六個月內解散時，該社員視為未出社。
16（Ｘ）合作社提供非社員使用之業務收益，應提列為公積金、公益金及酬勞金，不得分配予社員。
17（Ｏ）世界第一個經營成功的合作社是 1844 年英國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
18（Ｘ）合作社與合作社聯合社之責任分有限責任、保證責任及無限責任。
19（Ｏ）主管機關得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合作社實施稽查、考核及獎勵。
20（Ｘ）合作社於必要時，得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在組織區域內設立分社。
21（Ｏ）合作社選舉採候選人參考名單方式辦理者，應將候選人參考名單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
選，並預留與應選出名額或限制連記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
22（Ｘ）合作社理事會主席、監事會主席由理事、監事分別互選之，並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
23（Ｏ）社員受破產宣告、或經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者，不得為合
作社之理事或監事。
24（Ｏ）申請成立登記之合作社，其所載事項或繳交文件有虛偽情事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登記。
25（Ｏ）國際合作社節是每年國曆 7 月的第 1 個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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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題：50 分(共 25 題，每答對一題給 2 分)
１（３）合作社理事會及監事會，至少每幾個月開會 1 次？
【（１）1 個月。

（２）2 個月。

（３）3 個月。

（４）6 個月。】

２（２）合作社年度結餘所提列之公益金，為資產負債表項下之何種科目？
【（１）資產。

（２）負債。

（３）社員權益。

（４）其他。】

３（１）下列哪一項權利為合作社準社員所享有？
【（１）發言權。

（２）罷免權。

（３）表決權。

（４）被選舉權。】

４（４）合作社之選舉，發覺有違法舞弊情事時，會議主席得會同監票員宣布將票匭、社員名冊、
已投選舉票、用餘選舉票及有關文件加封，報哪一單位處理？
【（１）理事會。

（２）社務會。

（３）社員大會。

（４）主管機關。】

５（２）甲合作社為發展需要將業務提供非社員使用，設若總營業額為 500 萬元，則其中非社員使
用之營業額最多可為幾元？
【（１）100 萬元。 （２）150 萬元。 （３）250 萬元。

（４）500 萬元。】

６（１）下列哪種情形之選舉票，非絕對無效？
【（１）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 （２）簽名、蓋章或捺指模。

（３）附有暗號作用。

（４）用鉛筆圈寫。】
７（２）下列哪一個合作社，得有準社員之設置規定？
【（１）保證責任臺中市黎明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２）有限責任澎湖縣澎南國

（３）保證責任國立金門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４）

保證責任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８（３）合作社有理事 11 人，出席選舉理事會主席會議之理事有 10 人(李四缺席)，開票結果：張
三得票 4 票，李四得票 4 票，王五得票 2 票，請問：由誰當選理事會主席？
【（１）由張三、李四抽籤決定。

（２）李四缺席，由張三當選。

四再行投票決定，由得票較多者為當選。

（３）就張三、李

（４）全部重新投票決定，由得票較多者

為當選。】
９（１）對合作思想作有系統之整理者始自下列何人？
【（１）季特（Charles Gide）
。

（２）威廉金（William King）
。

（３）歐文（Robert

Owen）。 （４）雷發巽（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
。】
10（１）下列哪一項敘述錯誤？
【（１）加入保證責任及無限責任合作社，應由社務會提經社員大會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以
上之通過。

（２）社員欠繳之社股金額，合作社得將其應得股息及結餘撥充之。

（３）被除名之社員，得依規定再申請入社。 （４）監事不得兼任理事、事務員或技術
員。】
11（４）下列何者不能聲請法院選任合作社清算人？
【（１）主管機關。 （２）檢察官。 （３）利害關係人。

（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2（３）合作社之理事會主席及監事會主席，應經就任之日起滿多少時間後，始得罷免？
【（１）1 個月。

（２）3 個月。

（３）6 個月。

（４）1 年。】

13（４）下列何者不得參與酬勞金之分配？
【（１）理事。 （２）監事。 （３）聘任職員。 （４）都可以。】
14（４）合作社有理事 15 人，監事 5 人，其社務會之普通決議事項，至少須有理事、監事幾人之通過？
【（１）5 人。

（２）6 人。

（３）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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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8 人。】

15（３）下列敘述，哪一項正確？
【（１）監事得個別行使監查事項，並將監查報告送請理事會辦理。

（２）凡依法報准

成立登記之合作社，主管機關均應於年度結束後辦理考核。 （３）合作社結餘應提撥
百分之十以下為酬勞金。

（４）選舉人領取選舉票後，均應親自圈寫，當場投票。】

16（４）甲社員同時當選理事及監事，乙社員同時當選監事及候補理事，丙社員同時當選候補監事
及候補理事，下列之當選決定方式，何者正確？
【
（１）甲、乙、丙在場時，由本人當場擇一擔任。 （２）甲、乙、丙在場而未擇定時，
以得票較多之職稱為當選。 （３）甲、乙、丙未在場時，以得票較多之職稱為當選。
（４）乙社員不論在場或未在場，僅能選擇當選監事。】
17（１）下列敘述，哪一項不正確？
【（１）合作社社員人數達 200 時，得採行間接民主之社員代表大會制。
理事、監事為無給職。

（２）合作社

（３）年度考核成績優等之合作社，主管機關應於下年度開始

四個月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辦。

（４）社員認購社股，得依章程規定，以貨幣以

外之財物估定價值，代付股款。】
18（２）高雄市果菜生產合作社之監事人數，最多可為幾人？
【（１）5 人。

（２）8 人。

（３）11 人。

（４）由章程決定。】

19（３）下列何者非合作社法第 1 條所定合作社之內容？
【（１）平等原則。

（２）互助組織。

（３）社會福祉。

（４）共同經營。】

20（１）下列哪一事項不須經社員大會之特別決議？
【（１）社員除名。

（２）合作社解散。

（３）與其他合作社合併。

（４）解除理

事、監事職權。】
21（３）下列關於合作社與公司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１）合作社以服務社員為目的，公司以營利為目的。
分配盈餘，公司按股東持股分紅。
做為公益事業用途使用。

（２）合作社依照社員交易額

（３）合作社與公司之年度盈餘均應提列公益金，

（４）合作社之表決權為一人一票，公司之表決權為一股一

票。】
22（４）下列何者不是合作社的解散原因？
【（１）與其他合作社合併。

（２）主管機關命令解散。 （３）章程所定解散事由發

生。 （４）理事會之解散決議。】
23（２）甲：關懷地區社會。乙：現金交易。丙：社員的經濟參與。丁：反對歧視。戊：合作社之
間的合作。

以上有幾項是國際合作聯盟 1995 年所提出的合作社原則？

【（１）2 項。

（２）3 項。

（３）4 項。

（４）5 項。】

24（２）甲：花蓮縣 A 合作社有理事 3 人、監事 3 人。乙：基隆市 B 合作社有理事 12 人、監事 4
人。丙：桃園市 C 合作社有理事 20 人、監事 7 人。丁：中華民國 D 合作社有理事 35 人、
監事 12 人。
【（１）1 項。

請問：以上關於理事、監事名額之配置，有幾項錯誤？
（２）2 項。

（３）3 項。

（４）4 項。】

25（３）甲：受輔助宣告之人經輔助人書面同意，得申請為合作社社員。乙：限制行為能力人經法
定代理人書面同意，得申請為合作社準社員。丙：不具章程規定社員資格之有行為能力人，
得申請為合作社準社員。丁：受監護宣告之人經監護人代為申請，得申請為合作社準社員。
以上敘述有幾項正確？
【（１）1 項。 （２）2 項。 （３）3 項。 （４）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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