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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 B：農業經營與管理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

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卷）作答者，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一張雙面，題型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25題，每題 2分；複選題 15 題，每題 2 分；非選擇題 2 題，
每題 10分】，共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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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40 題為複選題，每題有 4 個選項，其中至少有 2 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
答對者，得該題全部分數；答錯 k 個選項者，得該題(4-2k)/4 之題分；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答錯 2 個選項以
上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選擇題限以 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作答區內作答。  

請勿於答案卡（卷）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內建程式、
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如有下列情事扣該節成
績 10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
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單選題 

【3】1.下列何者為雜交品種的優點？ 

種子價格便宜  植株生長快速 

作物品質較優良  植株性狀穩定 

【1或 3】2.下列何種作物屬於特用作物？ 

茶葉  薏仁 

胡麻  山竹 

【2】3.下列何國家是近幾年我國香蕉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  日本 

中國  新加坡 

【1】4.我國農業用水的主要來源為下列何者？ 

河川水  山泉水 

地下水  水庫水 

【2】5.依農場登記規則規定，設施利用型農場面積達多少公頃以上，應向農場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農場登記？ 

 0.5 公頃   1 公頃 

 3 公頃   5 公頃 

【4】6.下列何項溫室氣體與農業生產之相關性最低？ 

二氧化碳  甲烷 

氧化亞氮  氟氯碳化物 

【4】7.依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下列何組織非屬農民團體？ 

農會  漁會 

農業合作社  農業產銷班 

【3】8.下列何種作物的特性為雌雄同株異花？ 

水稻  大豆 

玉米  小麥 

【2】9.依會計處理原則，生產中的果樹應列為下列何項？ 

存貨  長期資產 

流動負債  業主權益 

【3】10.將葡萄釀製成葡萄酒，為消費者創造下列何種效用？ 

時間效用  地域效用 

形式效用  資訊效用 

【2】11.我國辦理之水稻保險承保的風險為何？ 

災助連結  區域收穫量 

氣象參數  撲殺連結 

 

【3】12.根據甲農企業之資產負債表資料，其流動資產為 1,000 萬元，流動負債為 700萬元，則其流動比率為何？ 

 0.7   1.0 

 1.43   10 

【2】13.假設某農產品需求的價格彈性為 0.3，表示價格上漲 1%，其需求量的改變為何？ 

增加 0.3%  減少 0.3% 

增加 3%  減少 3% 

【3】14.下列何者不是農委會近年來推行的重要農業政策？ 

社區林業  農村再生 

農業綜合調整方案  新南向政策 

【3】15.下列何者不是農業經營之經營特徵？ 

生物性  自然性 

歷史性  經濟性 

【1】16.番茄生產是下列哪一種農業產銷型態？ 

長期生長且長期收穫型  

短期生長且短期收穫型 

中長期生長且短期收穫型 

短時間生長且長期供應型 

【3】17.下列何者不屬於台灣的重要外銷花卉？ 

蝴蝶蘭  文心蘭 

鶴頂蘭  火鶴花 

【3】18.植物生長的最適合士壤酸鹼度為何？ 

 pH 4.5-5.5   pH 5.5-6.5 

 pH 6.5-7.0   pH 7.0-7.5 

【3】19.有機農業生產可以使用下列何種資材？ 

化學農藥  化學肥料 

堆肥  植物生長調節劑 

【4】20.下列何者不是農場經營中可以降低經營成本之策略？ 

從生產技術層面去改進  

從運銷制度層面去改進 

從產銷及推廣層面去改進 

從進出口層面去改進 

【2】21.農民建立生產履歷系統之目的在於下列何者？ 

減少病害發生 

提升農產品及加工品之品質及安全性 

減少天然災害損失 

增加農產品之供需平衡 

【1】22.造成農產品交易價格決定之最主要的原因為下列何者？ 

由市場總供需量來決定  

由生產成本來決定 

由競爭市場決定 

由消費者決定 

【3】23.農場經營五力分析中，分析農場的償債能力的指標為下列何者？ 

生產力分析  活動力分析 

安定力分析  收益力分析 

【2】24.行銷通路：生產者→零售商→消費者，是屬於為下列何者？ 

零階行銷  一階行銷 

二階行銷  三階行銷 

【4】25.經營期末忘記調整機器設備的折舊費用，下列情況何者正確？ 

資產低估，淨利高估及權益低估 

資產低估，淨利低估及權益低估  

資產高估，淨利高估及權益低估 

資產高估，淨利高估及權益高估 



貳、複選題 
【34】26.下列何種標章屬於「3 章 1Q」？ 

吉園圃標章 

 HACCP 標章 

臺灣優良農產品標章 

臺灣農產品追溯系統 

【123】27.常被運用的食品加工利用之方法有下列哪些？ 

醃漬  發酵 

冷凍  泡水 

【12】28.植物生長發育的必需元素有下列何者？ 

碳  鉀 

碘  汞 

【123】29.植物可以進行營養繁殖的部位有下列何者？ 

塊根  塊莖 

葉片  花瓣 

【12】30.下列何種作物可以作為綠肥？ 

田菁  羽扇豆 

鐘麻  山竹 

【1234】31.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規定，農產品批發市場可以下列何種方式交易？ 

拍賣  議價 

標價  投標 

【124】32.農產品常被視為完全競爭市場，原因為何？ 

品質相近 

生產者眾多 

生產成本高 

進出市場容易 

【12】33.市場均衡情況下，會造成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因素有下列何者？ 

消費者需求增加 

氣候造成產量減少 

政府開放進口 

生產成本下降 

【124】34.下列何者屬於根莖類作物？ 

馬鈴薯  山藥 

番茄  洋蔥 

【123】35.下列何者屬於變動成本類？ 

飼料  種子 

耕作費  溫室 

【134】36.下列何者是短日照植物？ 

菊花  甘蔗 

大豆  草莓 

【124】37.永續農業強調「三生一體」整體平衡之農業，其項目為下列何者？ 

生產  生活 

生命  生態 

【124】38.台灣哪些農產業可能在設施生產上會使用到水簾降溫系統？ 

肉雞  蝴蝶蘭 

非洲菊  種苗生產 

【1234】39.發展休閒農場需考量下列哪些基本原則？ 

自然環境之生態保育  農業經營 

農民利益  消費者需求 

【13】40.下列何者不是生物技術農業？ 

養液栽培  細胞融合 

有機農業  基因轉殖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 

第一題： 

灌溉方法以是否利用土壤為媒介，分為直接與間接兩大類。其中直接灌溉又可分為地表灌溉與地下灌

溉兩種。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請列舉主要地表灌溉的類型。【8分】 

（二）請解釋間接灌溉，並舉例說明。【2分】 

第二題： 

假設某農民生產一公頃蘿蔔，種子、肥料、僱工等費用合計 35萬元，土地租金與設備折舊共 15萬元。

若當年產量為 12,500公斤，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請解釋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的意義。【4分】 

（二）若該農民依成本加成法定價且要求毛利率為 20%，則蘿蔔的售價每公斤應為多少元？〔提示：

（定價＝單位成本／（1-毛利率）〕【6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