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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第慶祝第慶祝第慶祝第 92929292 屆國際合作屆國際合作屆國際合作屆國際合作社社社社節節節節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社實務人員社實務人員社實務人員社實務人員【【【【合作社理念與合作社理念與合作社理念與合作社理念與一般合作社法規組一般合作社法規組一般合作社法規組一般合作社法規組】】】】競競競競賽試題賽試題賽試題賽試題    

 

一一一一、、、、是非題是非題是非題是非題：：：：50 分(共 25 題，每答對一題給 2 分，對的打「ＯＯＯＯ」，錯的打「ＸＸＸＸ」) 

１（ＸＸＸＸ）農業性合作社應具備 30 公頃以上之耕地面積及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之股金總額。 

２（ＯＯＯＯ）合作社接受政府委託代辦業務，其與非社員交易之所得盈餘，應提列為公積金及公益金， 

不得分配予社員。 

３（ＯＯＯＯ）合作社之職員，應由理事會公開考選任用，亦得授權總經理或經理遴選，提請理事會通過

後任用。 

４（ＸＸＸＸ）合作社年度成績考核乙等以下不予獎勵，並由主管機關輔導限期改善。 

５（ＸＸＸＸ）合作社監事會之職權係查核合作社財務，不應查核理事會之業務執行情形，以免造成理事 

會執行業務之困擾。 

６（ＯＯＯＯ）合作社之選舉票不得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但被選舉人有 2 人以上同姓名時，得在下端註

明其區別。 

７（ＸＸＸＸ）合作社理事、監事、理事會主席及監事會主席之選舉，以得票數較多者為當選。 

８（ＸＸＸＸ）合作社之選舉，其應選出名額為 3 人以下時，採無記名單記法；3 人以上時，採無記名限

制連記法。 

９（ＯＯＯＯ）合作社選舉之當選人於接到當選通知之日起 7日內未答覆者，視為接受當選。 

10（ＯＯＯＯ）專業性合作社為適應社員需要，得兼營或經營與主營業務有關之其他附屬業務。 

11（ＸＸＸＸ）合作社聯合社之社員代表不能出席會議行使選舉權時，得以委託書委託其他社員代表代理

之。 

12（ＸＸＸＸ）合作社罷免案經會議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罷免者為通過罷免，未達出席人數過半數同意 

者為否決罷免。 

13（ＯＯＯＯ）公教人員兼任合作社理事或經理、會計、文書、出納等實務人員，無論是否領取兼職費，

均不得另依合作社法第 23 條規定領取酬勞金。 

14（ＸＸＸＸ）合作社理事、監事之名額，不得為偶數，如果名額出缺形成偶數時，應即辦理補選。 

15（ＯＯＯＯ）新北市政府所轄合作社理事、監事名額之額度，與新竹市政府所轄合作社理事、監事名額

之額度不同。 

16（ＸＸＸＸ）標竿合作社訂 103 年 3月 8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為第 5 屆理事及第 13 屆監事投票選舉

時間，通知社員代表於上開時間內前往投票。 

17（ＸＸＸＸ）加入合作社為社員，應由社務會提經社員大會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以上之通過。 

18（ＯＯＯＯ）社員大會流會 2 次以上，經依規定於一定期限內通信表決，社員逾半數不表示意見時，主 

管機關得予命令解散。 

19（ＸＸＸＸ）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教育單位及政風單位，可以隨時派員查核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的 

業務、財務及採購作業情形。 

20（ＸＸＸＸ）合作社聯合社之理事、監事，由聯合社大會就所屬合作社或合作社聯合社之社員中選任。 

21（ＸＸＸＸ）向日葵合作社理事主席於召開社員大會當天，臨時請假參加太陽花學運，無法參加社員大

會，故由出席社員大會之社員中，臨時公推 1人為會議主席。 

22（ＯＯＯＯ）合作農場可經營農業生產、運銷、供給及利用等業務。 

23（ＯＯＯＯ）合作社社員代表、理事、監事、理事會主席及監事會主席，非經就任之日起滿 6 個月後，

不得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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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ＸＸＸＸ）合作社辦理理事及監事選舉，開票結果：小強以 50 票當選理事，15 票當選監事；小美以

20 票當選後補理事，16 票當選監事；因小強和小美都不在場，主席依得票數多寡，宣布小

強當選理事，小美當選後補理事。 

25（ＯＯＯＯ）國際合作社節是每年國曆 7 月的第 1個星期六。 

 

二二二二、、、、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50 分(共 25 題，每答對一題給 2 分) 

１（３３３３）下列哪一項不是合作社法所規定之社員出社情事？ 

【（１）自請退社。 （２）除名。 （３）破產。 （４）死亡。】 

２（２２２２）甲合作社社員人數 500 人，乙合作社社員人數 1,000 人，丙合作社社員人數 2,000 人，上

述合作社如欲採行社員代表大會制，則其社員代表應最少幾人？  

【（１）均為 50 人。 （２）均為 51 人。 （３）甲合作社 50 人，乙合作社 100 人，丙

合作社 200 人。 （４）甲合作社 51 人，乙合作社 100 人，丙合作社 200 人。】 

３（１１１１）下列哪一項違法事項，其處罰對象為合作社？ 

【（１）違反理事、監事不得兼任其他業務性質相同之同級合作社之理事、監事，或與合

作社有競爭關係之團體或事業之職務之規定。 （２）未依規定於年度終了時，製作業

務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計算表、財產目錄及盈餘分配案。 （３）違反社員大會

流會 2次以上時，其通信表決期限不得少於 10 日之規定。  （４）規避、妨礙或拒絕

社員及合作社債權人查閱書類。】 

４（４４４４）合作社有社員人數 150 人，如欲經由社員大會決議解散，至少須有幾人之同意？ 

【（１）38 人。 （２）39 人。 （３）75 人。 （４）76 人。】 

５（１１１１）下列關於期日之規定，哪一項不正確？ 

【（１）監事會查帳完畢並製作查帳報告書後，至少於社員大會開會 5 日前，連同理事會

所送書類送還理事會。（２）社員全體四分之一以上，請求理事會召集臨時社員大會，

其請求提出後 10 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社員得呈報主管機關自行召集。  

（３）清算人於就任後 15 日內，應以公告方法，催告債權人限期報明債權。 （４）社

籍清查後，對於不合章程規定資格之社員，應通知其於 30 日內辦理領取退社股金等手

續。】 

６（３３３３）甲：監事或社員召集臨時社員大會時，臨時公推 1 人為會議主席。乙：合作農場之章程應

載明耕地面積。丙：合作社主管機關於年度結束後，須對每一合作社辦理年度成績考核。    

丁：監查員由理事會任免，並應經監事會之同意。以上正確的有幾項？ 

【（１）１項。 （２）２項。 （３）３項。 （４）４項。】 

７（４４４４）合作社選舉時應互推若干人為選務人員，下列何者不屬於選務人員？ 

【（１）發票員。 （２）代書人。 （３）記票員。 （４）會議主席。】 

８（２２２２）下列關於合作社年度盈餘之敘述，哪一項不正確？ 

【（１）應優先彌補累積損失及支付股息。 （２）應提百分之二十以上為公積金，百分

之五以上為公益金，百分之十為理事、事務員及技術員酬勞金。 （３）應以社員交易

額之多寡為盈餘分配標準。  （４）社員之盈餘分配部分，經提出社員大會決議不予

分配時，得移充社員增認股金或撥作公積金。】 

９（２２２２）合作社法對於合作社與合作社聯合社有若干不同規定，下列哪一項規定不同？  

【（１）社股每股金額範圍。 （２）社員負擔責任種類。 （３）召開法定會議頻率。  

（４）理事、監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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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１１１１）下列敘述，哪一項正確？ 

【（１）7 個以上之合作社或合作社聯合社，得設立合作社聯合社。 （２）合作社理事會、

監事會應有理事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理事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決

議。 （３）合作社聯合社之代表名額，依所屬社員社之人數比例、股金總額或與聯合社

交易額比例決定。 （４）合作社理事、監事或職員出國或在國內參觀考察，應編列預算，

否則不得辦理。】 

11（３３３３）臺中市胡市長對於臺中市政府員工消費合作社負有監督之行政責任，則胡市長可否擔任該 

合作社之理事或監事？ 

【（１）可以擔任理事，也可以擔任監事。 （２）可以擔任理事，不可以擔任監事。 （３）

可以擔任監事，不可以擔任理事。 （４）不可以擔任理事，也不可以擔任監事。】 

12（４４４４）合作社理事、監事名額完整規定在下列哪一個法規？ 

【（１）合作社法。 （２）合作社法施行細則。 （３）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

則。 （４）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 

13（３３３３）年初，吳勝利接到合作社召開社員大會通知，議程包括：主席致詞、報告事項、討論事項、

選舉第 5 屆監事及監事主席、臨時動議等，吳勝利發現其中有 1項議程錯誤，是哪 1 項？ 

【（１）報告事項。 （２）討論事項。 （３）選舉第 5屆監事及監事主席。 （４）

臨時動議。】 

14（１１１１）下列敘述，哪一項不正確？  

【（１）保證責任合作社，係指社員以其保證金額為限，負其責任。 （２）除名為社員

出社情事之一。  （３）合作社解散時，其清算人除合作社章程別有規定或由社員大會

另行選任外，以理事充任之。  （４）社員名簿應載明社員認購社股之日期及其股數與

股票字號。】 

15（３３３３）甲：合作社年度成績考核。乙：合作社股金總額。丙：合作社年度業務報告書及決算書表 

報送主管機關時間。丁：理事會議與監事會議之會議主席。以上有幾項屬於法定事項？  

【（１）1 項。 （２）2 項。 （３）3 項。 （４）4 項。】 

16（４４４４）下列關於罷免事項，哪一項正確？ 

【（１）合作社之被申請罷免人不得出席罷免會議。 （２）合作社之罷免會議未達法定

出席人數流會者，應於 15 日內重新召開會議罷免。 （３）合作社之罷免案，在提出會

議後，應得出席人全體同意，始得撤銷。 （４）合作社之被申請罷免人應於收到查明

簽署屬實及其人數合於規定之罷免申請書副本之日起 15 日內，向合作社提出答辯書，屆

期視為放棄答辯權利。】 

17（２２２２）下列關於合作社之解散事項，哪一項不正確？ 

【（１）破產是構成合作社解散情事之一。 （２）合作社為合併時，應於一個月內向主

管機關辦理合併登記。 （３）合作社解散時，應於 1 個月內分別通知各債權人，並公

告之。 （４）合作社決議解散，未於 1 個月內向主管機關聲請登記者，主管機關得逕

予公告廢止其登記。】 

18（２２２２）下列關於合作社社股之敘述，哪一項不正確？ 

【（１）合作社社股金額每股至少新臺幣 6 元，至多新臺幣 150 元。 （２）合作社得於

章程訂定 2 種以上不同金額之社股，由社員自由認購。 （３）社員認購社股，每人至

少 1 股，至多不得超過股金總額百分之二十。 （４）社股利息，不得超過年利率百分

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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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３３３３）李安安小姐是新任公務人員，第 1 次參加勝利青果運銷合作社社員大會，她認真的記錄下

列 3 項，要帶回辦公室請教她的長官：（甲）主席宣布本社社員人數 100 人，出席人數 50

人，符合規定人數，宣布開會。（乙）現任理事 9 人、監事 3 人，名額相差懸殊，大會決

議修正為理事 9 人、監事 5 人。（丙）理事王忠孝將生產之水果售與商人，被認定違反理

事應與合作社忠實交易之章程規定，經出席社員過半數之決議，解除其理事職權。請問：

以上（甲）、（乙）、（丙）事項中，有幾項不符合規定？ 

【（１）1 項。 （２）2 項。 （３）3 項。 （４）均符合規定。】 

20（４４４４）住在屏東縣的丁凱旋家裡種植蓮霧，他結合高雄市及臺南市的當地蓮霧果農，申請籌組蓮

霧運銷合作社，請問：他應該向哪一個機關申請籌組？ 

【（１）屏東縣政府。 （２）高雄市政府主。 （３）臺南市政府。 （４）內政部。】 

21（１１１１）下列哪一項不是合作社章程應記載事項？   

【（１）理事、監事之姓名。 （２）組織區域。 （３）營業年度起止日期。 

 （４）社員資格、入社、退社及除名之規定。】 

22（２２２２）合作社理事、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參考名單及登記候選方式辦理時，下列哪一項敘述正

確？ 

【（１）採候選人參考名單辦理時，應由合格之社員或社員代表申請登記為候選人參考名

單。 （２）採登記候選方式辦理時，應由社務會指定社員或社員代表 3 人以上成立候

選人資格審查小組。 （３）採候選人參考名單及登記候選方式辦理時，同一社員或社

員代表不可能同時當選為理事及監事。 （４）採候選人參考名單及登記候選方式辦理

時，應將參考名單及候選人姓名印入選舉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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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１１１１）下列敘述，哪一項不正確？ 

【（１）監事於必要時，得隨時前往合作社行使監查事項。 （２）監事會對於理事會執

行任務發生疑義時，得隨時通知理事會於一定時日內舉行特殊查帳。 （３）監事會辦

理查帳，認為紀錄有誤，得請理事會修正。 （４）監事於行使監查事項時，如有必要

可請理事或有關職員說明。】 

24（３３３３）下列何人，不能參加合作社為社員？  

【（１）甲君：男 20 歲，未婚，大學生。 （２）乙君：女 17 歲，已婚，公司總機小姐。 

（３）丙君：男 19 歲，未婚，大學生。 （４）丁君：女 21 歲，未婚，大學生。】 

25（４４４４）必勝高中校長利用朝會時間向全校師生宣導合作教育，下列有關校長講話內容，哪一項不

正確？ 

【（１）合作社是社員互相幫助的組織，它的目的在改善社員生活，增進社員經濟利益，

並由社員當家作主；（２）合作社也可以讓社員彼此關懷，發揚「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的合作精神；（３）本校合作社在方大同老師擔任理事主席期間，提供多樣化的產品，

滿足老師和同學的需要，深獲好評；（４）本人決定指派方老師繼續擔任下一屆合作社

的理事主席，繼續為大家服務，也希望大家繼續愛護我們的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