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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請依每一部份及題號順序，在答案紙上作答】 

一、選擇題(可複選，每題 2 分(該題答案全對給 2 分，否則不給分)，共 24 分） 

1. 下列哪一個成員是公司組織的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s)？ 
(A)顧客   (B)競爭者  (C)員工  (D)政府 

2. One outcome of the Hawthorne studies could be described by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Social norms or group standards are the key determinants of individual work behavior.  
(B)Mone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group on individual productivity. 
(C)Behavior and employee sentiments are inversely related. 
(D)Security is relatively unimportant. 

3. 下列哪一個方式是員工學習組織文化的來源？ 
(A)故事    (B)儀式   (C)物質表徵  (D)語言 

4. In Wealth of Nations, Adam Smith described the breakdown of jobs into narrow and repetitive 
tasks and called this ______________. 
(A)assembly lines 
(B)lowest common factor of work 
(C)division of labor 
(D)greatest common factor of work 

5. 「在組織及環境中尋找機會，並發動改革促使組織改變，負責策略與評估會議以發展新

的方案」，此敘述說明了明茲伯格(Mintzberg) 哪一個管理者的角色(management roles)？ 
(A)發言人   (B)企業家  (C) 監視者  (D)資源分配者 

6. Mintzberg’s 10 management roles can be grouped into _____________. 
(A)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formation transfer, and decision making 
(B)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leadership, and decision making 
(C)leadership, decision making, and planning 
(D)information transfer, decision mak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7. 「有什麼樣的主管，就有什麼樣的部屬」，此敘述可闡述下列哪一種概念？ 
(A)規劃    (B)組織   (C)領導   (D)控制 

8. 「為每一個工作細節發展一套科學方法，以取代傳統的經驗法則」，此敘述說明了哪一個

大師的管理原則？ 
(A)Fayol    (B)Weber   (C)Owen   (D)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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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列哪一個例子是古代管理的最佳實例？ 
(A)中國的長城  (B)中國的文字 (C)中國的道教 (D)埃及的金字塔 

10. 台灣積體電路公司在國際市場上的成功，歸功於何種經營管理模式的堅持？ 
(A)設立海外子公司  (B)合資   (C)專業代工  (D)購併 

11. 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 that increased the total number of cars produced at the same cost, 
but with many defects, would be _____________. 
(A)efficient and effective    (B)increasing efficiency 
(C)increasing effectiveness    (D)concerned with inputs 

12. The three essential managerial skills put forth by Katz include _____________. 
(A)technical, human, and empirical  (B)human, empirical, and conceptual 
(C)technical, interpersonal, and controlling (D)technical, human, and conceptual 

 

二、申論題(76 分) 

1. 請申論「策略『到底』是什麼？」(請探討策略背後的意義？並舉一間企業為例子作說明) (15

分) 

2. 請問，現在個人電腦(PC)製造產業的五力分析為何？ 

為何會造成此產業失去長期吸引力？(請以 IBM 過去的決策作說明)(15分) 

3. 經濟波動是常態，每隔一段時間，難免會有衰退的現象，而大波動也偶爾會發生。2007

年 8月，美國爆發次級房貸違約問題後，已有金融機構倒閉，後來倒閉風潮趨緩卻也降低

了大家的警覺性，因此到了 2008 年 8月，原本檯面下波濤洶湧的問題便一一的爆發、且

如同瘟疫般的向外和向全世界蔓延，這場範圍極廣的蔓延過程一如任何系統性危機：本質

是一樣的，但此次金融和經濟危機形貌和成因卻極特別，遠的可以追溯信用轉移觀念逐步

商品化的過程，近的可以歸因金融業者放寬融資標準以擴大市場，加上管理體系的廢弛，

不論是業者、政府，以致投資人都無所逃。在了解全球金融和經濟危機的成因後，歐美各

國政府相繼採取類似的政策(如全額保障存款人的權益、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等)，是為

了要解決這次危機中哪些關鍵性的外顯問題？(舉出三個)。而經濟衰退到某一個程度後，

一定會到達谷底，這是因為人類對產出有一定的基本需求，從經濟學角度而言，影響經濟

總體需求的因素有四個：政府支出、民間消費、民間投資及貿易順差。請以生產要素的角

度，提出兩個你認為個別企業最可以刺激經濟體需求的因素？為什麼？(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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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何謂『刺蝟哲學』？請以台灣企業趨勢科技為例作說明(15分) 

5. 危機管理已成為現代經理人不敢忽視且非常重要的一環，企業的未來，取決於危機處理能

力。當危機來臨時，負面輿論如排山倒海而來，各方建議的做法分歧，所需的資訊嚴重不

足，常讓經理人心慌意亂，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嚴重的話，甚至導致企業從此一蹶不振。

2008年 9 月，大陸石家莊三鹿集團嬰幼兒奶粉，查獲遭三聚氰胺汙染，毒奶恐慌迅速蔓

延到台灣，奶製品相關產業人人自危，台灣罐裝咖啡飲料龍頭金車集團面臨成立近三十年

的最大危機。請以管理功能的角度，分析金車集團如何針對每個階段提出因應的對策，舉

出各功能的兩項對策？金車勇於負責的表現，贏得一致喝采，最後成功地化解此次危機。

(16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