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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農會論文

論如何做一個盡責、負責的農會人

人生的目的在求自我的實現。羅家倫先生說：「惟其負責愈多，

自我實現愈大，愈能使自我的實現，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負責、盡

責是人類自我實現的最佳途徑。盡責任也是利他的行為，可以沖淡心

中的利慾，使人公而忘私，國而忘家。農會員工是農民聘請來服務農

民，造福農村的公僕，惟有盡責、負責的農會人，才能辦好業務，贏

得農民的信心，進而使其業務更加蒸蒸日上。

農會員工既已獻身服務農會，那麼農會事業之興衰與員工個人之

榮辱已連成一氣，其工作態度是否適當妥善，關係事業的成敗至鉅。

試想，若是農會存有少數不負責任的員工，做事馬馬虎虎，不及時完

成該辦的業務，出了差錯之後，企圖遮掩、推諉，以致延誤了彌補的

機會，或者混水摸魚，得過且過，諸如此類，皆有損農會的形象，失

去農民的信任，對於農會的業務是百害而無一益。身為農會員工的一

分子，怎可不謹言慎行，努力盡責呢？

相反的，若是農會員工皆具有責任心，任勞任怨，發揮服務民眾

的功能，扮好農會的角色，完成其成立的意義，對於農民的輔助，再

由農民回饋給社會大眾，其功不可沒。

不管我們從事什麼職業，處於何種職位，都應該在本身的工作上

，努力勤奮，視為己任，爭取良好成績，尤其是以服務、便民的工作

，更應如此，表現出服務熱誠、盡責、負責的態度。

本題即為朱源葆博士《論文寫作要領》三種答案中之「如何做好農

會員工」。歡迎另行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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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題

（○）▲農業推廣經費募集收入，限專用於農業推廣事業，並向主管

機關報備。

農會法第38條第4款規定。

（╳）▲農會募集事業資金，其籌集辦法應經理事會通過，並向主管

機關備案。〈104農九職等〉

農會法第38條規定，募集事業資金，其籌集辦法應經會
員（代表）大會通過。

（╳）▲下級農會應以常年會費收入之百分之四十提繳上級農會。

〈107農工升職〉

農會法第38條第2款但書規定，下級農會應以其常年會費
收入之百分之二十提繳上級農會。

（╳）▲農會經濟事業、金融事業、保險事業及農業推廣事業之會

計，為便於處理及數額不多時可合併計算。

農會法第 3 9條規定，應分別獨立，並應編造年度預決
算，報告會員（代表）大會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農會年度盈餘，提撥法定公積為百分之十。〈86農九職等〉

農會法第40條第2項第1款規定，農會總盈餘，除彌補虧
損外，提撥法定公積為百分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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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Ｄ Ｅ ）▲下列何者並非屬於羅賓遜（Stephen Robbins）所提出
的四大管理功能？（Ａ）規劃（Ｂ）用人（Ｃ）領導

（Ｄ）協調（Ｅ）回饋。

羅賓遜（Stephen Robbins）所提出的四大管理功
能茲說明如下：

規劃（Planning）：決定工作目標、建立作業程序
並發展具有系統化的計畫方案、決定工作責任。

組織（Organizing）：工作決定、建立組織並決
定對何人負責、分配資源。

領導（Leading）：對部屬進行溝通管理與激勵
、處理內部分歧與衝突、帶領團隊逐步完成目標。

控制（Controlling）：確保工作能如期、如質、
如預算的完成、建立控制標準並進行監督與績效

評估。

（ Ｃ Ｄ ）▲下列有關費堯（Henri Fayol）14項管理原則的敘述，
何者正確？（Ａ）將個人的利益永遠地置於整體共同

利益之下，又二者如有牴觸，管理當局應設法協調之

，即「整體利益優於個人利益原則」（Ｂ）分工原則

的核心概念在於工作豐富化，使得員工在工作時能更

有效率地做事，其人員流動率也隨之降低（Ｃ）報酬

原則即員工報酬力求合理公平，其方式務使雙方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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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Ｄ）統一指揮原則係指每位員工能從一個上級

主管那裡獲得命令（Ｅ）秩序原則係針對分配資源與

分配程序上務必遵守組織內明定的分配秩序，始能維

持組織內的安定並凝聚員工共識。

（Ａ）整體利益優於個人利益原則並非將個人的利

益「永遠地」置於整體共同利益之下（Ｂ）費堯認

為工作專業化所致的專業分工，將可提高組織內員

工的工作效率（Ｅ）秩序原則即人與物皆有所安排

的組織原則，使物有定位，人有定職。

（ＡＢＣＤ）▲下列何者屬於通論之企業機能（Business Functions）？
（Ａ）研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Ｂ）財務
（Finance）（Ｃ）行銷（Marke t ing）（Ｄ）資訊
（Information）（Ｅ）工程（Engineering）。
通論的企業機能（Business Functions）有生產機能
（Production）、行銷機能（Marketing）、人事機
能（Human Resource）、研發機能（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財務機能（Finance）、資訊管理
機能（Information）等。

（ Ａ Ｅ ）▲下列有關例外管理（Management By Exception）的敘
述，何者錯誤？（Ａ）於修正理論時期，因學者檢討

古典理論的過度理想化而被提出（Ｂ）主要適用於現

代的大規模企業組織中（Ｃ）例外管理的核心概念在

於將例常工作授權予部屬，而高階管理者則專心處理

例外工作（Ｄ）實施例外管理將可提升適時解除企業

危機的機率（Ｅ）高階管理者在實施例外管理時，為

釐清例常與例外工作，必須與被授權之部屬保持聯繫

，例如召開會議或公文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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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批發市場得向何人收取管理費？其費率規定如何？

答：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27條規定，農產品批發市場得分向供應
人及承銷人收取管理費；其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
本法第27條所定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費收費標準，由農產
品批發市場在下列費率內擬訂，報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之：

蔬菜青果不得超過千分之五十。

家畜（肉品）不得超過千分之二十五。

家禽不得超過千分之二十。

漁產品不得超過千分之四十。

其他指定之農產品依主管機關之公告。

前項管理費應按貨品成交總值計算，由供應人及承銷人平

均負擔。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檢查農產品批發市場之

收支結餘情形，必要時得在第一項規定範圍內，逕行核定

變更管理費收費標準。

▲請問農產品市場交易方式有哪幾種？

答：依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第9條規定：
市場之交易如下：

拍賣交易：

由市場拍賣人員大聲明白喊價，所出最高之價連喊三次

無人加價時，即以出價最高者為應買人；如所出最高之

價有二人以上時，以最先出價者為拍賣之買受人。

應買人所出最高之價低於供應人所定之最低成交價格時

，應宣布拍賣不成立。但經供應入當場同意成交者，不

在此限。

議價交易：由市場人員會同供應人與承銷人參照當時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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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議方式議定成交價格；供應人不在場時，由市場人員

代理供應人與承銷人議定成交價格；如議定價格低於供應

人所指定之底價者，應宣布議價不成立。

標價交易：

貨品由供應人會同市場人員標明售價，承銷人依其標價

承購。

同一貨品有二人以上競買時，以抽籤定其買受人。

投標交易：

貨品由供應人會同市場人員訂明底價密封，承銷人檢視

品質後如欲承購，應書明願出之價額，投入標箱內，由

市場人員定時當場啟封開標，以出價最高者為得標；如

所出最高之價在二人以上時，以抽籤定其得標之人。

投標之貨品，如承銷人出價低於供應人所定之底價時，

應宣布投標不成立，但經供應人當場同意成交者，不在

此限。

前述第一點之拍賣交易，市場得聘請有關單位人員共同組成

評價小組，參考前一日價位水準及交易情形，權衡當日到

貨量與需要狀況，預估當天價格，以供拍賣開價之參考。

交易有爭議時，由市場裁決，雙方均應遵守。

市場之交易方式以拍賣為主，並得以機械操作方式為之。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對違反本法第18條第2項之規定有何處罰規定？
答：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37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罰鍰；其領有許可證者，並得廢止許
可證︰

違反第18條第2項規定者。
違反第21條規定者。
將販運商許可證、承銷人許可證供他人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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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

選擇題

（Ａ）▲正向的組織文化強調下列何種理念？（Ａ）個人活力與成長

（Ｂ）組織標準化與制度化（Ｃ）高度集中化的管理（Ｄ）

以上皆是。

組織文化是指「藉由組織成員共享的信念、價值觀及基本

假設以產出組織員行為的一套規範」。而依據西元 2002
年賽利格曼（Seligaman）提出正向心理學，即「以幫助
個人找到內在心理能量為目標」的理論，「正向組織」

則是營造支持個體環境，促使成員能朝正向發展。正向

的組織文化往往強調個人活力與成長。

（Ｃ）▲顧客中心的組織（Customer Centric Organizations）在下列
何種情況下運作將會最佳？（Ａ）穩定的市場（Ｂ）可預測

的市場（Ｃ）未知與複雜的市場（Ｄ）以上皆非。

顧客中心即以「消費者至上」取向為宗旨、以顧客為重

的組織，相對較能掌握消費者心理，對於未知與複雜的

市場將具有較大利基。

（Ｄ）▲主管對於遲到的員工予以扣薪，而準時上班的員工將不會被

扣薪水。此時管理者使用了行為塑造的哪一種方法？（Ａ）

正強化（Ｂ）消滅（Ｃ）處罰（Ｄ）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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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時上班的員工不會被扣薪水，當員工表現出令人滿意

的表現（準時）時，將員工所惡的事物加以移除（扣薪

水），為負面增強。

（Ｂ）▲關於壓力管理，在組織方面可以透過哪些方式來減低員工的

過度壓力？（Ａ）組織再造（Ｂ）目標設定（Ｃ）角色扮演

（Ｄ）以上皆是。

組織透過目標設定，能激勵員工和導引其行為。如果讓

組織成員參與目標設定，可讓工作量符合組織成員之個

人能力，並適度減輕組織成員的壓力。

（Ａ）▲下列何者不是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的主
要成份？（Ａ）認知承諾（Ｂ）規範承諾（Ｃ）情感承諾（Ｄ）

持續承諾。

組織承諾主要成分包含情感承諾、持續承諾及規範承諾。

（Ｂ）▲主管傾向對那些與自己的特質很相近的部屬給予較高的績效

評分，而對那些與自己特質不相近的部屬給予較低的評分。

此種傾向為何種知覺偏誤？（Ａ）刻板印象（Ｂ）似己效果

（Ｃ）月暈效果（Ｄ）對比效果。

（Ａ）刻板印象：即為「以全概偏」的錯誤，指個人對

他人的看法，往往受到他人所屬群體的影響。即評估者

藉由全體推論部分；（Ｂ）似己效果：又稱近似誤差，

指評估者在評估時因被評估者的特質與評估者相似，因

而給予較高的評價；（Ｃ）月暈效果：即為「類化」或「以

偏概全」的錯誤，指評估者藉由部分推論全體；（Ｄ）

對比效果：為自我中心效應的其中一種。指評估者以自

我認知作為評估標準，且將被評估者評估得和自我認知

相反的偏誤。

（Ｂ）▲自決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中所提出人們天生具
有的三種需求並不包含下列何者？（Ａ）自主性（Ｂ）成長

（Ｃ）人際關係（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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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政府積極推動以農產品（含生鮮、冷凍、加工等）為主要銷

售商品的垂直型電子商務平臺，這類「農業電商」包括下面

何種經營主體類型？（Ａ）實體通路（Ｂ）農企業組織（Ｃ）

農民團體（Ｄ）以上皆是。

垂直型電子商務平臺，即實體通路的專賣店，其經營主

體類型分為下列 4 種：
農民團體

農企業

實體通路

其他類型（經營者為網路行銷公司）

（Ａ）▲下面職能何者對於農產品是否推動商品化非常重要？（Ａ）

分級（Ｂ）加工（Ｃ）儲存（Ｄ）冷凍冷藏。

農產品受自然的影響大，致使生產者難以控制其外形和

品質，此與工業製品整齊劃一不同，故農產品的分級極

為重要。分級就是將產品按種類、品質、顏色與大小型

態，歸納為若干整齊的類別，使其在品質和型態上有所

區分。透過分級，農產品可按等級訂價並規劃銷售通路，

使其商品化。

（Ｃ）▲一般就農產品運銷過程中，有可能發生下列何種風險？（Ａ）

價格及金融風險（Ｂ）生產及實物風險（Ｃ）以上皆是（Ｄ）

以上皆非。

農產品在運輸過程中可能有 2 種風險：
物品本身物質上的風險：例如腐爛、乾縮、盜竊、火災、

海事損失，以及牲畜死亡等等。

物品金融上的風險：這是指物品在運輸過程中，價格

的漲跌和金融周轉不靈等所遭受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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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題

▲運銷商性質

請簡單說明「普通（一般）運銷商」與「職能運銷商」兩者主要

不同處為何？

「零售商」屬於哪類運銷商？

「拍賣商」屬於哪類運銷商？

答：「普通（一般）運銷商」指在交易時先取得商品所有權，然後

再轉售給他人的商人。「職能運銷商」指在交易時買方先不取

得商品交易權，僅居於媒介交易雙方的角色，促進完成交易的

商人。因此，主要差別在於在交易時，該運銷商是否已經取得

商品交易權。

零售商：普通運銷商。

拍賣商：職能運銷商。

▲陳金土與馬力雅兩人在某農產品物流中心擔任蔬菜理貨員，陳金土

每天可處理50箱高麗菜或25箱萵苣，馬力雅每天則可處理40箱高麗
菜或是30箱萵苣。請根據「比較利益法則」計算並簡單說明2人蔬
菜理貨優勢。

答：陳金土與馬力雅以下分別簡稱為陳與馬。

由於陳處理每箱高麗菜需要放棄0.5箱萵苣，但是相同的工作，
馬要放棄0.75箱，陳相對放棄較少，因此成本較低（放棄較少）
，故陳金土具有處理高麗菜的比較利益。另外，由於馬處理每

箱萵苣需要放棄1.3箱高麗菜，但陳卻需要2箱，因此馬的成本
較低（放棄較少），故馬力雅相對具有處理萵苣的比較利益。

各給兩單位時間，陳專注在高麗菜，馬在萵苣，總產量：100
箱高麗菜與60箱萵苣，會高於個別生產的90箱高麗菜與55箱萵
苣，與兩者處理不擅長產品的50箱萵苣與80箱高麗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