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企業定義與類型
‧申論‧‧‧‧○

企業

為個人或群體所組成，主要活動是取得並運用生產要素，進行產品／服務的

交易與銷售，滿足消費者需求並藉此獲利。

分 類 標 準 類 型

依投資者型態 獨資、合夥、公司

依擁有型態 民營企業、國營企業

依市場競爭性 獨占、寡占、獨占性競爭、完全競爭

依利潤型態 營利企業、非營利企業

依股票公開發行 公開發行、非公開發行

依註冊地 本國企業、外國企業、國外分公司

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制度結合在一起，並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經濟體制

是：

自由市場經濟體制 國家計畫經濟體制

民主化經濟體制 混合經濟體制 【鐵佐】

：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又稱「自由經濟」、「市場經濟」，是純

粹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以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為基礎，價格

制度為指引，追求利潤為目的的一種經濟。

計畫經濟體制：又稱統治經濟或指令型經濟，是一種經濟體制

，在這種體系下，國家在生產、資源分配以及消費等各方面，

都是由政府事先進行計畫。又可分成：

共產主義經濟制度：此制度下，政府設有中央計畫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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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的優先次序、價格、產量或分配等經濟問題均由政

府規定，人民沒有任何選擇自由，一切的生產資源、工具均

為公家所有，不准人民私有。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控制經濟為主，私人經濟為輔的經濟

制度。准許人民對經濟活動有部分的選擇自由，也允許生產

資源、工具部分私有，但大部分的經濟活動或重要生產事業

均由政府所決定與擁有。

混合經濟體制：強調以市場經濟制度為主，政府管制為輔的經

濟制度。

下列哪一種產業的中小企業比率會比較高？

服務業 營建業 批發業 運輸業

【中油僱員】

：中小企業比率會比較高

：服務業的進入門檻較低，因此中小企業比例較高。



下列哪一項不是資本主義下市場運作的基本條件？

私有財產 利潤誘因 創業精神 自由競爭

【鐵佐】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Capitalism）指允許人們可以私人擁有資源，並利用

這些資源來進行產品與服務的生產、交易與分配。基本條件如下：

私有財產：私人可以擁有創造財富的資源。

利潤分配：創業精神的基礎在於利潤的誘因。

自由抉擇：私人可以自由處分和支配其資源。

自由競爭：競爭激發了企業追求效能與效率的企圖心。



對於企業經營型態的分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按投資者型態可分為獨資、合夥、公司

按擁有型態可分為本土化企業、外國企業、國外分公司

按市場競爭性可分為獨占企業、寡占企業、完全競爭企業

按利潤型態可分為營利企業、非營利企業 【郵政】

：企業經營型態按註冊地分為本土化企業、外國企業、國外分公司。



生產要素指企業用來生產商品及服務的基本資源。請問下列選項中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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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生產要素？

資金 企業家 倉庫  ERP 系統

【郵政】

：基本資源

：此題可以思考哪個選項並非是企業生產一定要有的。

現代化商業的何項特質促使企業之「所有權」與「管理權」分離？

多角化 經營國際化 資本大眾化 自由競爭化

【經濟部】

：「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

：資本大眾化是指企業發行股票向社會大眾募集資金，一方面可讓

社會大眾共享企業經營成果，一方面也可促進經濟成長，在我國

公司法或證券交易法皆有相關條文，可彰顯資本大眾化精神。也

因此企業對外發行股票之後，會有越來越多的投資人對公司持有

所有權，然而投資人不一定都是經營專才或其他原因，因此會選

任專業經營團隊負責公司營運，造成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現象。



中小企業為大多數經濟體系中重要的一環，以下對中小企業的敘述何者

正確？

較大企業易產生規模經濟利益

較易吸引資金投入

決策反應較快，能隨時調整策略，掌握機會

較易吸引專業人才投入 【經濟部】

：其餘選項正確答案應改為：

選項：較大企業不易產生規模經濟利益。

選項：較不易吸引資金投入。

選項：較不易吸引專業人才投入。



下列何者不是學者 Johnson, Christensen, and Kagermann 之商業模式（

Business Model）四大重要構面？

顧客價值主張 競爭者分析 獲利模式 關鍵流程

【經濟部】

：商業模式：是描述一家公司為客戶及公司創造及提供價值的方

法。（白話文企業生存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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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四個構面：

顧客價值主張：公司透過提供產品服務或其組合，來協助顧

客完成其待完成的工作或解決其重要問題的提議。（白話文

你能提供什麼東西，能夠幫助客戶解決什麼問題）

關鍵資源：對顧客提供價值主張所需的獨特資源，例如人員

、技術、產品、資金、品牌等。

獲利模式：說明公司的營收模式、成本結構等。

關鍵流程：支持公司實現顧客價值主張，所需執行的關鍵活

動與流程。

企業的生產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是指企業用來生產商品或服務

所要投入的資源，包括勞力、資本、實體資源、企業家及資訊等資源。

下列何者屬於資本資源？

原物料 資金 勞工 網際網路

【郵政】

：資本

：資本就是資金。



一家企業創業成功之後，若想躍升為市場上的領導者，並為股東帶來財

富，下列哪一個做法是無效的？

重新定義市場 堅守原來的成功方程式

更深入了解顧客的潛在需求 提供高度差異化的產品

【郵政】

：企業創業成功後若想躍升為市場上的領導者，其不能堅守原來的

成功方程式，墨守成規，要勇於創新，因應外在情境而調整策略。



下列何者不是臺灣中小企業的特色？

資金主要依靠發行股票而來 以家族為基礎的經營模式

外銷導向的貿易方式 黑手頭家，開創新事業體

【自來水】

：中小企業資金來源主要靠企業老闆個人關係，例如：私人借貸。



一般而言，企業所重視的經濟指標有哪些？

失業率 國民生產毛額

躉售物價指數 消費者物價指數 【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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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國民生產毛額越高代表經濟景氣越好人民越富有

影響企業收入。

選項：躉售物價指數跟大宗原物料有關影響企業成本。

選項：消費者物價指數跟最終財貨的價格有關影響消費者

購買力影響企業收入。

下列哪一種產業不屬於具備多邊市場特性的平台產業？

信用卡支付 行動電話的作業系統

線上拍賣 代工製造 【經濟部】

：雙邊市場平台是指一個具兩個不同客群的經濟「平台」，這兩

個客群能互相提供對方利益。若一組織創造價值的方法主要在

於讓兩個（或多個）相關聯的不同客群能有直接的互動，則稱

之為多邊市場平台。

雙邊市場可以在許多產業中出現，如信用卡（持卡人和商家）

；線上拍賣，例如：PChome（買方和賣方）；作業系統，例

如：IOS、Android（終端用戶和開發人員）；家用遊戲機（玩

家及遊戲開發商）；求職網站（求職者和徵才公司）；搜尋引

擎，例如：Google（廣告商和用戶）。



藉由未經授權的個資而取得金錢或其他利益的行為，屬於何種資訊科技

的風險？

木馬程式 身分盜用 病毒 詐騙

【經濟部】

：未經授權的個資、取得、利益

：此題應為身分盜用。例如我取得王小明的個資，用他的名義刷

卡買東西。

所謂詐騙又稱詐欺，是指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

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例如詐騙集團打電話給

婦人，說戶頭被檢察官凍結，要求到提款機操作機器，說必須

把錢匯到某個帳戶才行。



當企業修改生產過程以限制消耗有價值的資源時，表示該企業實踐：

聯合壟斷 消費主義 綠色行銷 循環經濟

【經濟部】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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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消耗有價值的資源

：循環經濟最早來自於經濟學家 Kenneth E. Boulding 於 1966 年的

一篇文章《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文中

將地球比喻為太空船，任何資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太空人必須想

辦法打造可循環的生態系統，有能力持續重新生產各種物質。而

綠色行銷顧名思義就是要重視環境保護的行銷方式，而循環經濟

也是環保的一部分，循環經濟更強調資源的有限性，因此此題選

項都行，但最佳答案應為選項。

傳統創業家與新式創業家之比較，下列何者有誤？

創業理念不同，新式創業家範圍較廣

籌措資金方式不同，傳統創業家通常自行籌措資金

創業內容不同，傳統創業家只重傳統加工製造

創業家性別比例不同，新式創業家的女性比例漸增 【經濟部】

：瑾瑜財會學苑負責人陳輝吉提出傳統創業家與新式創業家比較，

如下表所示：



面 向 內 容

創業理念不同傳統創業家較注重追求利潤

新式創業家除「追求利潤」之外，更有「追求成就」與「肯

定自我」之目標

籌措資金方

式不同

傳統式創業者，通常自行籌措資金，自有股權占 100%
新式創業者，藉助風險投資人或其他投資者代為籌措資金

創業內容不同隨著時代潮流演進，產業結構改變、科技進步及消費者價值

觀改變等因素急遽變化，產生無數之新創業機會，造就無數

成功創業家

新式創業者以在「服務產業和資訊產業」中成功先例頗多

創業家性別

比例不同

在傳統社會中，女性創業者屈指可數

在現代社會中，女性創業者日趨活躍

創業管理方

式不同

傳統創業者較注意「苦幹實幹，穩健成長」

新式創業者除必須具備傳統創業家之要件外，為求創業順利

及時效性，更應注重「創業管理」，包括：「高新科技」、

「創業機會掌握」、「創業策略之擬訂及實施」

一項資源交易，其交易成本決定於：

交易金額的多寡 交易時程的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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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風險 資產專屬性 【經濟部】

：交易成本：Coase 指完成一筆交易，交易雙方在買賣前後所產生

的各種與此交易相關之成本，Williamson 更深入探究後提出了交

易的三項特性，亦即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不確定性

（Uncertainty）以及交易頻率（Frequency）。

資產專屬性：交易所投資的資產本身不具市場流通性，或者契

約一旦停止，投資於資產上的成本難以回收或轉換其他用途使

用，因此當組織的資產專屬性愈高時，交易成本會越高。

不確定性：第一，包括有限理性所導致的各種預期與不可預期

之偶發事件；第二，為缺乏資訊的不確定性，由隱瞞、詐欺及

扭曲資訊所致，不確定性勢必增加交易成本。

交易頻率：隨著交易雙方交易次數的增加，雙方進行事前的溝

通、協調、締結契約以及事後協商的次數亦會增加，交易成本

也會因此增加。

綜上，故此題答案為選項。

小型企業經營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下列何者是小型企業經營失敗常見的

可能原因之一？

企業主工作勤奮 企業控制制度健全

資金不足 企業提供市場所需的產品

【郵政】

：小型企業最常見的就是資金不足，周轉不靈而倒閉。



「性別工作平等法」之定義中，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

、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

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

現者，為：

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 交換式性騷擾

輕微不罰之性騷擾 妨害自由式性騷擾 【鐵佐】

：性騷擾依法令只有兩種：

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例如辦公室同事開黃腔）。

交換式性騷擾（例如主管說跟他約會可換取升遷機會）。



我國公司多為中小企業，故在發展與管理上多受限制，下列何者並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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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常見的問題？

缺乏完善的管理制度 綠色產品的趨勢

資金不足 技術升級常遇瓶頸【臺菸酒】

：綠色產品的趨勢不是中小企業常見的問題。

關於我國工會組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團體協約是工會對制定工

時的主要影響力現今已建立相當完善的制度化協商機制目前已充分

為勞工提供完善服務若未能發揮團體協商的功能，則難以為勞工爭取

權益

   

【臺菸酒】

：團體協約指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與依工會法成立之

工會，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所簽訂之書面契約。然

而以團體協約而言，並非工會對制定工時的主要影響力，且目前

我國工會未建立相當完善的制度化協商機制，也並沒有充分為勞

工提供完善服務。



第四級產業是指：

知識密集產業 服務業 工業 農業

【臺菸酒】

：選項：第四級產業。

選項：第三級產業。

選項：第二級產業。

選項：第一級產業。



許多重大公共建設常採用 BOT 方式進行，如：高鐵、高速公路電子收

費系統，其中的「T」，代表什麼意思？

移轉給政府 政府營運

政府興建 企業與政府共同興建

【臺菸酒】

：B：民間興建／O：民間營運／T：移轉給政府。



政府機關對國內食品公司販售的綠豆粉絲、冬粉進行稽查，發現部分公

司涉嫌竄改商品有效期限，有欺騙消費者之虞。請問這些公司可能已違

反下列哪一項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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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標示法 定型化契約 商標法 勞動基準法

【臺菸酒】

：竄改商品有效期限，違反商品標示法。

商業的發展當中，以產銷經營的觀點區分，可分為五個時期，其中開始

出現「同業公會」的組織是在何種時期？

工廠生產時期 茅舍生產時期

手工業生產時期 現代化經營時期【中油僱員】

：以產銷經營的觀點區分：



時 期 內 容

家庭生產時期 產銷合一、自給自足、多餘部分可與他人交換

手工業生產時期 產銷分離、自組同業公會

茅舍生產時期 產銷分離、代產包銷、生產管理及會計制度漸形成

工廠生產時期 專業分工、重視成本效益、複式簿記制度產生

現代大型商業發

展時期

網路化、資本大眾化、經營多角化

我國的法律體系是屬於：

成文法 習慣法

成文與習慣混合法 海洋法 【鐵路營運專員】

：我國的法律體系是屬於成文法，是指國家機關依立法程序制定，

以文字頒布施行的法律。



台灣高鐵採 BOT 模式處理，所謂的 BOT 是指下列何者？

興建 營運 移轉 運輸

【鐵路營運專員】

：BOT：興建、營運、移轉。





對企業間有關結合、聯合、獨占等行為有相關的規定，近似於美國的「反托

拉斯法」，又有「經濟憲法」之稱的是　公平交易法　。 【中油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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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獨資 vs. 合夥 vs. 公司
‧申論‧‧‧‧○

企 業 類 型 內 容

獨資 獨資就是由個人出資，獨立經營的一種組織

優點：

成立與解散容易

經營管理單純

經營成果獨享

缺點：

籌資不易，企業規模受限

業主負無限清償責任（風險大）

事業生命有限

晉用人才不易

合夥 2 人以上互約出資以共同經營事業之契約

優點：

較多的財務來源

較多的人才

企業生命較長

缺點：

合夥人須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風險

大）

利潤由合夥人分享

合夥人意見不合，易生衝突

結束經營困難

公司

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

優點：

股東風險有限（無限責任股東除

外）

資金來源較廣泛

投資與結束投資容易

企業存續時間較長

缺點：

股東間接控制

利潤共享

組織複雜、決策較慢

機動性較差（股東會、董事會召開並

決議）

無限公司 2 人以上股東所組織之公司，股東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風險大）

兩合公司

指 1 人以上無限責任股東，與 1 人以上有限責任股東所組織之公司。

無限責任股東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有限責任股東其出資額為限負有

限責任（風險中）

有限公司

由 1 人以上股東所組織之公司，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負有限責任（風

險小）

：組成人數要求最低

股份有限

公 司

2 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 1 人所組織之公司。股東就其所認股

份，對公司負其責任（風險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