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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最新試題彙編

▲95年郵政專業職(二)內勤從業人員
(D) 1. 由秦始皇的出土文物兵馬俑當中，跪射俑所持孥機的組件彼此可以互換

使用，可證明秦朝的產業發展可能已具備了哪些特徵？　(A)多角化　

(B)資本大眾化　(C)商品客製化　(D)生產標準化。

(C) 2. 指出個人常衡量自己的投入和獲得的報酬應維持平衡，而且不但衡量自

己情況，還會進行社會比較，比較自己和別人的投入和報酬，是為下列

何者？　(A)X理論　(B)Y理論　(C)公平理論　(D)需求層級論。

(D) 3. 下列何者不屬於商業外在環境的變遷？　(A)電子商務的興起　(B)政府放

鬆戒急用忍的政策　(C)消費者哈日風的興起　(D)組織結構的扁平化。

解析：組織結構的扁平化係起因於組織為了能對環境變遷快速反應，而

由該組織內部進行組織結構的改造。

(A) 4. 長江企業九十四年度銷貨淨額為$45,000，銷貨成本為$25,000，營業費

用為$6,000，利息費用為$3,000，若所得稅稅率為25%，則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A)本期稅後純益為$8,750　(B)稅前淨利為$11,000　(C)營業

淨利為$14,000　(D)銷貨毛利為$20,000。

(A) 5. 下列何者投資標的風險最高？　(A)普通股股票　(B)優先股股票　(C)國
庫劵　(D)公司債劵。

解析：國庫券並無風險可言，而在企業因經營情況不佳而需清算時，剩

餘財產除須先清償公司債務外，應優先分配於優先股股東。

(B) 6. 目前已開發國家逐漸將附加價值較低的活動轉移到開發中國家，因此台

灣未來不應再朝向何者發展？　(A)研發(R&D)中心　(B)裝配中心　(C)
行銷中心　(D)運籌中心。

(C) 7. 下列何者與消費者保護無關？　(A)商標法　(B)公平交易法　(C)勞動基

準法　(D)消費者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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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8. 「備抵呆帳」是屬於何種科目？　(A)評價科目　(B)業主權益科目　(C)
資產科目　(D)負債科目。

(D) 9. 自助餐廳逐漸將保麗龍餐盒改為紙盒，乃是符合下列何種觀念？　(A)產
品觀念　(B)銷售觀念　(C)行銷觀念　(D)社會行銷觀念。

(B) 10.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 A ) E O Q即經濟訂購量　 ( B ) M R P即品管圈　

(C)PERT即計劃評核術　(D)TQC即全面品質管理。

解析：MRP為物料需求規劃。

(A) 11. 下列目標市場，其區域結構的吸引力何者較大？　(A)區隔內無替代品存

在　(B)區隔內的供應商有能力任意調整原料價格　(C)區隔內包含很多

強而有力的競爭者　(D)區隔內的消費者擁有強的議價能力。

(C) 12. 下列何種情況不適合採用「差異行銷」？　(A)產品處於成熟期　(B)公
司資源豐富　(C)消費者同質性高　(D)產品差異性高。

(B) 13. 一個飢餓的人，對金馬獎活動不會感到興趣，也不會在乎別人對他的看

法，甚至對他所呼吸的空氣是否清潔也不在乎。若以馬斯洛（Maslow）

需求層次理論而言，這個人最需要滿足的是哪一個需求？　(A)安全需求

(B)生理需求　(C)社會需求　(D)尊重需求。

(B) 14. 下列何者不是「成本導向訂價法」？　(A)成本加成訂價法　(B)市場競

爭訂價法　(C)投資報酬率訂價法　(D)損益兩平點訂價法。

解析：市場競爭訂價法並非以「成本」為考量的定價法。

(C) 15. 威風公司推出一單價為100元的產品，需投入l20萬元的總固定成本，而

生產該產品的單位變動成本為50元，則要銷售多少單位產品，才能達到

10萬元的目標利潤？　(A)20,000單位　(B)24,000單位　(C)26,000單位

(D)30,000單位。

(C) 16. 選擇分配通路時應考慮之因素中，下列何者不屬於市場因素？　(A)顧客

的購買習慣　(B)市場集中程度的高低　(C)產品線的廣狹　(D)潛在顧客

的多寡。

解析：產品線的廣狹係屬「產品因素」。

(B) 17. 辦公用的「鉛筆」是屬於：　(A)材料　(B)物料　(C)便利品　(D)選購品。

(A) 18. 會計上「2/10，n/30」之意思為：　(A)現金折扣　(B)數量折扣　(C)全
品折扣　(D)掮客津貼制度。

解析：2/10，n/30係指10天內付款，享2％優惠；30天內需付清。

第六篇.indd   558 2009/3/4   下午 01:33:06



95年郵政專業職(二)內勤從業人員　559

(D) 19. 稻米須大量採購，而市場卻為零星供應，無法向單一農民購足，此時宜

採用何種採購方式？　(A)比價　(B)議價　(C)詢價　(D)牌價。

(B) 20. 榮華公司欲申請正字標記，請問要到哪裡申請？　(A)中央信託局　(B)
中央標準局　(C)國貿局　(D)工業局。

(B) 21. 下列有關「隱名合夥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A)由出名合夥人執行業

務　(B)對企業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　(C)企業財產權屬於出名合夥人　

(D)不得用權利、勞務、信用等方式出資。

解析：隱名合夥人就出名營業人所為之行為，對於第三人不生權利義務之關

係。且隱名合夥人，僅於其出資之限度內，負分擔損失之責任。

(B) 22. 目前台灣一般營業發票的稅率為︰　 ( A ) 3 %　 ( B ) 5 %　 ( C ) 8 %　

(D)10%。

(A) 23. 公司得發行無記名股票，但其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A)二
分之一　(B)三分之一　(C)四分之一　(D)五分之一。

(C) 24. 下列何者不是生產管理的一般原則？　(A)簡單化　(B)標準化　(C)多樣

化　(D)專門化。

(D) 25. 素有「經濟櫥窗」之稱的是︰　(A)超級市場　(B)量販店　(C)便利商店

(D)百貨業。

(D) 26. 某奶粉公司推出數種產品，如嬰幼兒奶粉、成人奶粉、強化鈣質奶粉、

孕婦奶粉等，以區別不同年齡層之奶粉市場，此係採用何種行銷策略？

(A)多層次傳銷　(B)集中化行銷　(C)無差異行銷　(D)差異化行銷。

(A) 27. 企業為了要與同業競爭，必須要求產品適合大眾要求、品質優良、價格

低廉，為達到此目的，企業必須從事︰　(A)物料管理　(B)財務管理　

(C)資訊管理　(D)人事管理。

解析：物料管理之目的在讓各項生產因素，能在最低成本下，供應生產

活動之所需。

(A) 28. 下列何種票券，無一定的償還期限？　(A)股票　(B)公債　(C)公司債　

(D)國庫劵。

(B) 29. 信用卡的交易模式，是屬於︰　(A)貨幣交換　(B)信用交易　(C)以物易

物　(D)折扣交易。

(A) 30. 某行動電話的廣告鮮活有趣，你認為青少年朋友就行動電話市場而言，

是處於哪一種需求狀況？　(A)潛在需求　(B)過度需求　(C)感受需求　

(D)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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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1. 「財務槓桿」指數是︰　(A)股東權益報酬率／資產報酬率　(B)資產報

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　(C)負債比率／資產報酬率　(D)純益率／資產

報酬率。

(C) 32. 欣欣皮鞋工廠其請購點的最低存量是330件，已知其生產週期為50天，每

天平均耗用材料15件，安全存量30件，請問每天購料需耗時幾天才能進

廠？　(A)10天　(B)11天　(C)20天　(D)22天。

(B) 33. 目前我國所得稅的稅率是採行：　(A)全額累進稅率　(B)超額累進稅率

(C)零稅率　(D)比例稅率。

(A) 34. 某公司的流動比率與速動比率差額很大，表示該公司的哪項資產很多？

(A)存貨　(B)現金　(C)短期投資　(D)廠房設備。

解析：速動比率為流動比率－存貨－預付費用－用品盤存。

(C) 35. 小劉依照嫂嫂玉秀的建議去麗嬰房，為出生三個月大的嬰兒柔柔購買育

嬰產品，在此購買過程中，有關消費者角色的敘述，何者錯誤？　(A)柔
柔是使用者　(B)玉秀是影響者　(C)小劉是影響者　(D)小劉是購買者。

(B) 36. 下列有關財務結構之敘述，何者錯誤？　(A)存貨週轉率愈高，表示公司

資金更能靈活運用　(B)負債比率愈高，表示公司權益比率也會愈高　

(C)純益率愈大，表示公司的獲利能力愈大　(D)應收帳款週轉率愈高，

表示公司的呆帳風險愈低。

(C) 37. 華僑企業有五條不同的產品線，分別為生產2種、3種、4種、5種及6種產

品，則其產品組合的長度為：　(A)6　(B)14　(C)20　(D)720。

(D) 38. 銀行對未到期的票據，以預扣利息的方法購入，稱為：　(A)開具信用狀

(B)質押貨款　(C)透支　(D)貼現。

(D) 39. 年輕女子購買化妝品，並不是為了那動人的顏色，而是在購買一股對美

麗容顏的憧憬和希望，此種產品層次是：　(A)實體產品　(B)有形產品

(C)引伸產品　(D)核心產品。

(D) 40. 激勵創新的組織文化不宜：　(A)接受模糊　(B)容忍不實際　(C)風險承

擔　(D)過程導向。

解析：太多的過程限制將束縛了創造力。

(A) 41. 在迅速止痛、就近求醫的需求下，牙醫是一種：　(A)便利品　(B)選購

品　(C)特殊品　(D)未覓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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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2. 產品生命週期中，通常銷售量之最高點出現在：　(A)引介期　(B)成長

期　(C)成熟期　(D)衰退期。

(C) 43. 下列何者不在企業面對的特定(Specific)環境中？　(A)競爭者　(B)顧客

(C)員工　(D)壓力團體。

(A) 44. 直線式或連續式的生產作業流程適用何種設備佈置？　(A)產品佈置　

(B)製程佈置　(C)功能佈置　(D)固定位置佈置。

(A) 45. 以存放款為主，被稱為金融百貨公司的金融機構為何？　(A)商業銀行　

(B)信用合作社　(C)保險公司　(D)投資銀行。

(D) 46. 麥克波特（Michael Porter）指出產業分析中的五種競爭力不包括：　

(A)進入障礙　(B)競爭者對抗　(C)替代品威脅　(D)員工抗爭力。

解析：另二種為「與下游購買者之議價能力」及「與上游廠商之議價能力」。

(B) 47. 古典管理學的地位因下列哪一事件而動搖？　(A)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

戰　(B)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　(C)1939第二次世界大戰　(D)1970年代

能源危機。

(B) 48. 下列何者是人力資源規劃的重要步驟之一？　(A)人員招募　(B)建立現

有人才庫　(C)績效評估　(D)教育訓練。

(A) 49. 管理者對組織內的非正式團體應該：　(A)善加運用使成為管理的助力　

(B)設法消除以免影響正常運作　(C)不加理會因為並無大礙　(D)變更組

織以容納非正式群體。

(D) 50. 根據Herzberg二因子（Two Factors）的理論，能防止員工工作不滿意之

因子為：　(A)激勵因子　(B)績效因子　(C)組織因子　(D)保健因子。

(D) 51. 魅力領導理論是下列何種理論的延伸？　(A)有機理論　(B)密西根理論

(C)俄亥俄理論　(D)歸因理論。

(D) 52. 費德勒(Fiedler)的權變領導模式中影響領導者的因素不包含：　(A)領導

者與部屬關係　(B)任務結構　(C)職位的權利　(D)組織文化。

(B) 53. 戴維斯葡萄藤（Grapevine）模型中，由一人告知所有其他人的是：　

(A)集群連鎖　(B)密語連鎖　(C)機遇連鎖　(D)單線連鎖。

(D) 54. 組織為了獲得投入的控制權而藉由成為自己的供應商之方式，稱之為

何？　(A)向後水平整合　(B)向前垂直整合　(C)向前水平整合　(D)向
後垂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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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亦稱「向上」整合，以求掌握原料來源，避免缺乏原料而使生產

停頓。

(A) 55. 目前歐洲整合的狀況是：　(A)歐洲聯盟(EU)　(B)歐洲共同體(EC)　(C)
歐洲共同市場　(D)歐洲會議。

(A) 56. 大部分時間在指揮現場員工完成上級交待之任務者是：　(A)基層管理者

(B)中階管理者　(C)高階管理者　(D)傳遞管理者。

(A) 57. 有關效率（Eff iciency）與效能（Effectiveness）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效率與效能皆是管理者最終追求的績效(Performance)之一　(B)有效

率的組織必定產生高效能　(C)效率著重於目的，效能著重於手段　(D)效
率是＂Do the right thing＂，效能是＂Do the thing right＂。

(B) 58. 組織文化類似個人的：　(A)動機　(B)人格　(C)知識　(D)能力。

(B) 59. 下列何者為高科技產業之特性？　(A)勞力密集　(B)資本密集　(C)靜態

(D)低風險。

(A) 60. 以個人基本權益之保障與尊重為考量的倫理觀是：　(A)權益觀　(B)正
義觀　(C)功利觀　(D)整合觀。

解析：諸如隱私權、善惡觀、言論自由、生命與安全，以及合理的程序

等都屬於權益觀的範疇。

(D) 61. Maslow的需求層級理論中，最高層級為：　(A)生理需求　(B)安全需求

(C)社會需求　(D)自我實現。

(C) 62. 下列何者不是公關的主要任務？　(A)組織形象　(B)產品形象　(C)交際

應酬　(D)危機處理。

(B) 63. 為將研究成果應用在企業或為特定實用目的而進行之研究活動是：　(A)
基礎研究　(B)應用研究　(C)發展研究　(D)設計研究。

(A) 64. 短期融資指幾年內資金需求之調度？　(A)一年　(B)二年　(C)三年　

(D)四年。

(B) 65. 根據專家判斷或調查一般意見所作的預測是屬於下面哪一種預測方法？

(A)量化法　(B)定性法　(C)掃瞄法　(D)迴歸法。

(B) 66. 股價指數是景氣指標中的：　(A)同步指標　(B)領先指標　(C)落後指標

(D)落地指標。

(D) 67. 從傑出表現的競爭者或非競爭者中找尋最佳經營方式是指：　(A)競爭情

報　(B)目標管理　(C)劇情發展　(D)標竿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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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其目的在比較這些企業經營成功之關鍵性因素，並嘗試去整合這

些作業典範，以求提升組織績效，。

(C) 68. 組織未來可能的藍圖，也是組織成員對未來方向的共識是：　(A)政策　

(B)目標　(C)願景　(D)策略。

(A) 69. 管理資訊系統的最主要功能是：　(A)協助管理決策　(B)快速計算　(C)
資料處理　(D)決算。

(C) 70. 回饋性控制(Feed back Control)屬於：　(A)事前控制　(B)即時控制　

(C)事後控制　(D)紀律控制。

(A) 71. 工作擴大化是工作的：　(A)水平擴充　(B)垂直擴充　(C)越級擴充　

(D)向上擴充。

解析：擴大員工的工作內容，以求增加技術的多樣性與任務的完整性，

收到激勵效果。

(B) 72. 在矩陣組織中每一員工有幾位上司？　(A)1　(B)2　(C)3　(D)4。

(A) 73. 工作規範是下列何者的結果？　(A)工作分析　(B)工作說明　(C)工作規

劃　(D)工作設計。

解析：「工作說明書」與「工作規範」係經由「工作分析」後的產物。

(C) 74. 在人類經濟發展的活動過程中，一般將產業結構分為哪三級？　(A)服務

業第一級、工業第二級、農業第三級　(B)紡織業第一級、科技業第二

級、餐飲業第三級　(C)農業第一級、工業第二級、服務業第三級　(D)
科技業第一級、餐飲業第二級、紡織業第三級。

(B) 75. 在1984年成立的美國戴爾電腦（Dell Computer）公司為降低個人電腦售

價而改變銷售的形態，建立直接向消費者銷售的模式稱為下列何者？　

(A)大賣場模式　(B)直銷模式　(C)代理商模式　(D)經銷商模式。

(C) 76. 企業機能（Business Function）又稱業務功能，係指企業創造產品或提供

服務時所需安排的機能性活動，包含之活動為何？　(A)規劃、組織、領

導、控制等　(B)收入、支出、進貨、材料採購等ƒ生產、行銷、人力資源、研

發、財務等　(D)目標策略、程序控管、品質管理、服務銷售等。

(D) 77. 企業經營對各種風險可採取四種不同的作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預期風險、降低風險、拒絕風險、切割風險　(B)風險規劃、風險控管、

風險槓桿、風險賠償　(C)商業風險、資產風險、財務風險、銷售風險　

(D)趨避風險、轉移風險、降低風險、承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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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78. 有效的將資料、資訊化為創造經營價值的行為準則、工作方法、決策基

礎、或是作業程序，成為影響企業競爭優勢之管理活動，此管理活動為

下列何者？　(A)ERP系統管理　(B)資訊管理　(C)知識管理　(D)平衡

計分卡制度管理。

(C) 79. 在SWOT分析中何者屬於內部企業環境的分析？　(A)Strength, Opportunity　
(B)Threaten, Weakness　(C)Strength, Weakness　(D)Opportunity,  Threaten。
解析：外部環境偵測則包括Opportunity與Threaten。

(C) 80. 泰勒( Freder ick W.Taylor)長期在工廠中研究勞動過程中的「時間與動

作」，改造生產模式進入大規模生產與大眾消費的時代。也是第一位研究

工作者行為與績效的人。所以泰勒是哪一管理學理論的創始者？　(A)行為

管理理論　(B)管理科學理論　(C)科學管理理論　(D)系統管理理論。

▲96年郵政專業職(二)內勤從業人員
(C) 1. 迪士尼公司對於米老鼠、唐老鴨等卡通之出版、銷售權利，應列為：　

(A)商標　(B)商譽　(C)著作權　(D)專利權。

(A) 2. 某物品的市場供給減少，市場需求也減少，則該物品：　(A)價格不確定

(B)價格不變　(C)價格上漲　(D)價格下跌。

解析：須視供給與需求何者減少較大而定，供給減少＞需求減少，則價

格會上漲，反之則價格會下跌。

(B) 3. 廠商常用來描述、瞭解與預測產品銷售變化軌跡的行銷概念，一般可分

為導入、成長、成熟、衰退四期，此一概念稱為：　(A)生態生命週期　

(B)產品生命週期　(C)市場演化週期　(D)新產品發展。

(C) 4. 甘特圖(Gantt Chart)的主要用途為何？　(A)策略規劃　(B)決策分析　

(C)進度控制　(D)存貨管理。

(D) 5. 物料管理中用以控制庫存的「ABC分析法」，又稱為：　(A)經濟採購量

法　(B)最高最低存量控制法　(C)預算控制法　(D)重點分類管理法。

(D) 6. 法蘭區與瑞芬（John French&Bertan Raven）認為權力的基礎，是由五

種力量構成，分別為懲罰權、獎賞權、法統權、參考權，還有下列哪一

權力？　(A)司法權　(B)立法權　(C)關連權　(D)專家權。

解析：專家權係指領導者本身擁有專門的能力、技術、專業知識或情

報，足以領導他人而產生領導作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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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7. 提出「M型社會」理論，說明「中產階級」人口比例逐漸下降，且所得有逐漸

兩極化之現象的是下列何人？　(A)麥克波特(Michael E. Por ter)　(B)彼
得杜拉克(PeterDrucker)　(C)安倍晉三　(D)大前研一。

(C) 8. 橫財彩券行販賣樂透彩券，彩券每張售價為50元，每張彩券之單位變動

成本為46元，若該店每月的固定成本為2萬元，試問每月要銷售多少張彩

券，才能達到損益兩平（Break-even）？　(A)500　(B)800　(C)5,000　
(D)8,000。
解析：20000÷（50－46）＝5000。

(B) 9. 在任何一間麥當勞點購檸檬香雞柳時，不論是哪一位麥當勞員工一定告

訴你「先生(小姐)，檸檬香雞柳要等三分鐘哦！」，這是連鎖經營的何

種原則？　(A)簡單化原則　(B)標準化原則　(C)多元化原則　(D)專業

化原則。

(B) 10. 美國管理大師麥克波特（Michael E. Porter）所提出的五個影響目標市場

長期吸引力的因素，不包括下列何者？　(A)替代品　(B)互補品　(C)同
業的競爭　(D)購買者的議價力量。

(B) 11. 若要成為公司的新股東，只想要有獲利的分配權，而不想要擁有董事、

或監察人的選舉與被選舉權，則買哪一種股票較合適？　(A)基本股　

(B)特別股　(C)普通股　(D)營利股。

(C) 12. 「學習型組織」是由學者Peter Senge所提出，下列何者不是「學習型組

織」的特性？　(A)建立共同願景　(B)改善心智模式　(C)局部思考　

(D)自我超越。

解析：「學習型組織」特性除(A)(B)(D)外，另有「改善定見」及「團隊

學習」。

(A) 13. 為因應全球運籌競爭之壓力，台中工業區內的五金加工製造業者，在政

府輔導下共同集資成立時代國際行銷公司，統籌處理接單、採購及廣告

促銷活動，此種加盟方式屬於：　(A)合作加盟　(B)委託加盟　(C)一般

加盟　(D)特許加盟。

(A) 14. 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是由哈佛大學教授Kaplan與Norton所提

出衡量組織績效的新觀念，請問平衡計分卡四大構面的內涵不包括下列

何者？　(A)領導　(B)財務　(C)員工學習與成長　(D)內部流程。

解析：另一構面為「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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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5. 知名歌手蔡依林演唱會，其前、中及後排座位的票價不同，此種定價策

略為：　(A)比較(追隨)定價法　(B)邊際成本定價法　(C)差異定價法　

(D)成本加成定價法。

(B) 16. 對於發行公司債的優點和普通股比較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公司

控制權不致外流　(B)公司有巨額盈餘時可參與分配　(C)發行成本較低

(D)利息費用可節稅。

(A) 17. 有關「百貨公司」特徵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百貨公司以販賣便

利商品為主　(B)台灣的百貨公司朝向連鎖、大型的型態發展　(C)百貨

公司重視服務機能，提供一次購足的需求　(D)百貨公司商品繁多，但以

中高價位為主，特高價位與特賣便宜商品為輔。

(C) 18. 「董氏基金會」積極推動拒吸二手煙運動是一種：　(A)低行銷　(B)再
行銷　(C)反行銷　(D)開發行銷。

解析：反行銷之產品係指許多產品或服務無論從消費者福利觀點、公眾

福利觀點或供給者觀點來看，「不但無益，甚且對社會有害」故

加以排斥。

(B) 19. 富承公司相關資料如下：每股股東權益為＄15元、每股市價為＄30元、

每股營收為＄60元、每股盈餘為＄3元、每股股利為＄2元，請問富承公

司之本益比為何？　(A)5　(B)10　(C)15　(D)20。
解析：本益比＝每股市價/每股稅後盈餘。

(A) 20. 商品具有「正字標記」是代表︰　(A)符合國家標準　(B)特許發行的產

品　(C)素食產品　(D)肉類產品。

(B) 21. 有關「複合式商店」經營的最大缺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風險集

中　(B)定位模糊不清　(C)無法與顧客生活結合　(D)無法創造商品與服

務的附加價值。

(A) 22. 一般生產工廠的採購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提出請購單→估價

→填發購貨單→驗收→付款　(B)提出請購單→估價→填發購貨單→付款

驗收　(C)填發購貨單→提出請購單→估價→驗收→付款　(D)填發購貨

單→提出請購單→估價→付款驗收。

(A) 23. 在進行策略規劃時，經常會使用「SWOT分析方法」，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SW是針對組織內部的分析，OT是針對外在環境的評估　

(B)→SO是針對組織內部的分析，WT是針對外在環境的評估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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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針對組織內部的分析，WO是針對外在環境的評估→　(D)OT是針對組

織內部的分析，SW是針對外在環境的評估。

(A) 24. 在財務管理中，資本預算決策的評估方法，包括回收期間法、平均會計報

酬率法、內部報酬率法、與獲利能力指數法，還有哪一種常用的方法？　

(A)淨現值法　(B)現金流量法　(C)速動比率法　(D)市場佔有率法。

(D) 25. 為反映國際原油價格飛漲，今年以來台灣的中油與台塑兩家油品通路商

多次聯合調漲油價，讓消費者大呼吃不消。消基會也呼籲公平交易委員

會應出面調查是否有聯合壟斷的情形。請問「公平交易委員會」是隸屬

於哪一機關？　(A)司法院　(B)立法院　(C)監察院　(D)行政院。

(C) 26. 關於「台灣中小企業」的描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在市場上缺乏

主動的談判力量　(B)在受雇機會方面，提供最多的就業機會　(C)在組

織與策略上，均較缺乏自主與彈性　(D)不論資本與規模均小，在同業中

較不具影響力。

解析：因其組織規模小，故在其經營上較具彈性。

(D) 27. 「東港黑鮪魚季」請行政院長來站台義賣，把黑鮪魚的行銷推升到最高

潮。這是屬於哪一種行銷策略？　(A)廣告促銷策略　(B)人員銷售策略

(C)差別定價策略　(D)事件與公共關係策略。

(B) 28. 產品供給顧客之附加服務或利益，是產品三個層次中的哪一種？　(A)正
規產品　(B)引伸產品　(C)核心產品　(D)有形產品。

(B) 29. 熊彼得(Joseph Schumpter)認為決定廠商生產的重要因素，除了有土地、

勞力、資本外，還有哪一要素？　(A)物流系統　(B)企業家精神　(C)產
業條件　(D)國際金融。

解析：求新求變、永不滿足、堅持到底、拓荒冒險與旺盛鬥志等工作精

神與態度，以及主動積極地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稱為「緝業家

精神」。

(C) 30. 購貨付款條件「2/10，N/30」是表示：　(A)不二價、沒有優惠　(B)2天
內付款、享10%優惠　(C)10天內付款、享2%優惠　(D)30天內付款、若

刷卡則免手續費。

(B) 31. 關於新台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業之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可增

加產品的外銷機會　(B)有利於進口商，而不利於出口商　(C)可增加產

品的進口成本　(D)不利於國民出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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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2. 若以物料管理之分類方法而言，以「SARS」來表示非典型肺炎，是屬於

何種分類法？　(A)順序編號法　(B)區段編號法　(C)數字暗示法　(D)
文字暗示法。

(C) 33. 標竿競爭之定義為何？　(A)與本國其他的同業製造公司比較，但不與外

國的製造公司比較　(B)著重於成功關鍵因素議題之探討　(C)拿自己公

司的表現與同業之翹楚公司之標準比較　(D)是產品製造完成進行行銷的

競爭過程。

(B) 34. 企業提供產品或服務所獲得的收益，完全是透過供需法則來決定買賣雙

方所需的交易數量與價格，此市場稱之為：　(A)獨占市場　(B)完全競

爭市場　(C)寡占市場　(D)獨占競爭市場。

解析：在完全競爭市場裡，每一經濟單位相對於市場而言，相當渺小，

以致對價格不會產生可見之影響，產品是同質的，一切資源可自

由移動，包括廠商的自由而容易進出入市場，且在市場中的一切

經濟單位具有完全的知識之市場。

(B) 35. 一般在市場上最容易募集到資金的企業組織型態為何？　(A)獨資　(B)
公司　(C)合夥　(D)合併。

(B) 36. 下列何者非企業經營重視公司治理的基本精神？　(A)強化董事會運作　

(B)獨立董事擁有多數股權並協助企業經營　(C)加強經營資訊之透明化

(D)妥善維護所有投資人之權益。

(D) 37. 下列何者為管理(Management)的四項功能？　(A)目標、策略、績效、激

勵　(B)效率、效果、效能、效益　(C)技術、資訊、系統、資源　(D)規
劃、組織、領導、控制。

解析：有些書則將管理功能加上「用人」一項，則其成為五項功能。

(D) 38. 由兩人以上之自然人、政府、法人股東一人以上出資所組成，全部資本

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購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以上敘述是指：　

(A)無限公司　(B)有限公司　(C)兩合公司　(D)股份有限公司。

(B) 39. 藉由主管與部屬之間，共同設定工作目標、進行工作績效檢討的管理方式

為哪一種？　(A)品質管理　(B)目標管理　(C)績效管理　(D)生產管理。

(B) 40. 以消費者為主體，分析消費者的需求項目，並據以推出各式產品或服

務，讓消費者得以滿足的經營型態，稱之為何？　(A)產品導向　(B)行
銷導向　(C)銷售導向　(D)生產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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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1. 根據馬斯洛(Maslow)的需求層級理論，可將人類的需求分為五大項，依

此來討論留住人才的做法。對愛情、歸屬感、接納與友情的需求，是屬

於哪一層級的需求？　(A)安全需求　(B)尊重需求　(C)社會需求　(D)
自我實現需求。

(B) 42. 用相對少的資源達成預定的產出，或是用相同的資源，創造更大的產

出，以上敘述指的是：　(A)效果　(B)效率　(C)效益　(D)效能。

解析：效能亦稱為效果，係指執行各項活動以達成預期目標的程度(做正

確的事）。

(B) 43. 下列何者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　(A)董事會　(B)股東大會　(C)特殊

股東會　(D)常設董事會。

(C) 44. 下列何者不是企業取得外部資源的做法？　(A)收購　(B)合作　(C)競爭

(D)合併。

(A) 45. 經營環境中的何種性質，常帶來不同程度的企業經營風險，致使企業出現

重大的營運損失？　(A)不確定性　(B)轉移性　(C)遷徙性　(D)多樣性。

(A) 46. 在員工績效管理中，一種利用管理者、員工、顧客、與同事的回饋，作

為衡量依據的評估方法，稱之為何？　(A)360度回饋　(B)全方位評估法

(C)整合性績效評估　(D)多元性評估法。

(C) 47. 開拓一位新客戶所需的成本，遠高於留住一位舊客戶；要留住舊客戶，

就是讓舊客戶對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能夠滿意，對產品滿意的舊客戶，稱

其擁有：　(A)產品信任感　(B)基本產品需求　(C)品牌忠誠度　(D)品
牌喜愛。

(C) 48. 所謂大量客製化的製造是指：　(A)企業用高成本替消費者設計獨特的商

品　(B)企業用低成本生產符合社會潮流的商品　(C)企業用低成本提供

消費者個人化的商品　(D)企業用高成本設計特別的成衣。

解析：此種生產方式具有訂製效果，而生產成本與大量生產相近，消費

者可以用略高於大量生產的產品價格，購買訂製符合自己需求的

產品。

(B) 49. 下列何者為領導者人格之特質？　(A)技術能力　(B)自信心　(C)知識水

準　(D)績效的效率。

(C) 50. 企業為快速拓展市場所採取相對高價定價法，也就是新產品上市初期所

採取的高價位定價法為：　(A)價格領導定價法　(B)市場滲透定價法　

(C)吸脂定價法　(D)目標獲利定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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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此法對「需求彈性及競爭性均低」的產品，「訂定較高的價

格」，期能建立高級產品的形象，爭取願付高價的產品需求者的

購買意願，獲取高額利潤。或是企業為了快速回收開發產品與拓

展市場之投資，採取相對高價的定價方式。

(A) 51. 統一超商7-11在累積開店數達一定數額後，在降低採購成本、開發自有品

牌商品、引進快遞、代收公共事業費用等，即能獲得：　(A)規模經濟的利

益　(B)產品占有率的利益　(C)行銷通路的利益　(D)資源整合的利益。

(C) 52. 假設員工沒有什麼企圖心，不喜歡工作，想逃避責任，而需要有嚴密

的控管，才能有效的工作，此為何種人性的假設？　 (A)大內威廉的Z
理論　(B)McGregor的Y理論　(C)McGregor的X理論　(D)大內威廉的

超Y理論。

(B) 53. 員工每週要工作固定的工作時數，除一個核心時段全員都必需在工作崗

位上外，員工可自由調整上下班時間，稱之為：　(A)壓縮工時　(B)彈
性工時　(C)工作分攤　(D)專業分工。

(A) 54. 管理者如何從混亂中發掘關鍵問題及因素，權衡各種方案之優劣與風險

大小之能力，是為：　(A)概念化的能力　(B)整合的能力　(C)技術性的

能力　(D)溝通協調的能力。

解析：概念化的能力係指計劃、組織、分配工作以及控制等能力。

(C) 55. 一位主管直接監督管理的下屬人數，稱之為：　(A)管理能力　(B)指揮

命令　(C)控制幅度　(D)授權。

(C) 56. 下列何者不是良好的目標要件？　(A)具體的項目名稱　(B)確定的時間

幅度　(C)不可衡量性　(D)可獲得性。

(B) 57. 決策的過程包含八個步驟，其中第一個步驟為何？　(A)發展方案　(B)
確認問題　(C)選擇目標　(D)決定評估的標準。

(A) 58. 下列何者歸類於雙因子理論(Herzberg's motivator-hygiene theory)中的激

勵因子？　(A)工作本身　(B)工作環境　(C)工作保障　(D)基本薪資。

(D) 59. 下列哪項是歸類為「非實體資源」？　(A)機器　(B)設備　(C)土地　

(D)商譽。

解析：商譽係屬一種無形的資產。

(C) 60. 下列何者不是行銷組合中之行銷活動？　(A)產品組合product　(B)通路

組合place　(C)消費者people　(D)定價組合price。

(A) 61. 由國際標準組織所制定的一系列國際品質管理標準，規定生產程序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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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原則與標準，以確保品質符合顧客的需求。此一標準系統稱之為：　

(A)ISO9000　(B)6Sigma　(C)TQM　(D)知識管理。

(A) 62. 近代的組織為求生存以順應趨勢而進行組織變革，下列何者不是組織變

革的類型？　(A)公司名稱的改變　(B)組織結構的改變　(C)技術的改變

(D)人員的改變。

(B) 63. 管理的綠化(Greening of Management)的認知為何？　(A)管理者在組織

空間多放置綠色植栽的認知　(B)管理者之決策與行動要降低對自然環境

造成衝擊之認知　(C)管理者對綠色能源認識與運用之認知　(D)管理者

以綠色為企業形象之認知。

(A) 64.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是由哪三個國家在1992達成共識而產生的經

濟結盟？　(A)美國、墨西哥、加拿大　(B)美國、加拿大、中國　(C)美
國、俄羅斯、加拿大　(D)美國、魁北克、加拿大。

(B) 65. 用於記載企業在某一期間的營收、支出項目與金額，以反映企業在該期

間的營運結果為下列何者？　(A)資產負債表　(B)損益表　(C)股東權益

變動表　(D)現金流量表。

解析：資產負債表則用於記載企業在某一「特定日期」之財務狀況。

▲97年郵政專業職(二)內勤從業人員
(A) 1. 國內、外企業可依技術、權利、資金的不同進行國際間的企業合作，下

列何者不是企業的合作方式？　(A)併購　(B)合資或管理契約　(C)契約

生產　(D)授權許可。

(C) 2. 現代市場競爭激烈，產品生命週期日趨短促，企業為滿足顧客需求，必

須重視何種能力，以免被市場淘汰而死亡？　(A)語文　(B)流程　(C)創
新　(D)監控。

(D) 3. 為了保障人民的消費權益，政府特別在行政院之下設置了什麼機構？　

(A)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B)消費者權益促進會　(C)消費者採購委員會　

(D)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A) 4. 下列哪一種薪資結構與員工的績效無關？　(A)本薪加津貼　(B)本薪加

獎金　(C)計件制薪資　(D)獎金加津貼。

解析：因為津貼不算獎金，算是一種補助，如車資、餐費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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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 根據MBTI型式指示法(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有關作決策的偏好

係為下列何者？　(A)外向型或內向型　(B)認知型或判斷型　(C)理性型

或直覺型　(D)感覺型或思考型。

解析：Myers-Briggs型式指示法(MBTI)有四個構面：社會互動－外向型

或內向型；對收集資料的喜好－理性與直覺；對作決策的偏好－

感覺型與思考型；作決策的方式－認知型與判斷型。

(C) 6. 在開發新款汽車的過程當中，研發人員會根據創意製作出原型車

(prototype)，以進行後續的測試分析，此屬於R & D 的何種階段？　(A)
新產品篩選　(B)商品化　(C)產品發展　(D)商業分析。

解析：創意不見得能商品化，因其不一定賣的出去。

(B) 7. 下列何者不是生產管理的主要目標？　(A)生產計劃在預定日期內完成　

(B)降低經營風險　(C)製造符合標準規格之產品　(D)以最低成本生產。

(A) 8. 根據我國行業分類標準，商業可分為批發業、零售業、餐飲業以及下列

何種產業？　(A)國際貿易業　(B)裝配業　(C)運輸業　(D)旅遊業。

(B) 9. 下列何種經濟制度允許私有財產及選擇自由，對經濟活動干涉較少，較

有利於經濟發展？　(A)社會主義　(B)資本主義　(C)馬克斯主義　(D)
共產主義。

(C) 10. 在王品台塑牛排餐廳用完餐準備付帳時，經常會被請求填寫「顧客意見

卡」，這屬於該餐廳的何種控制方式？　(A)事前控制　(B)事中控制　

(C)事後控制　(D)預算控制。

(C) 11. 國匠生技公司為爭取顧客信賴以拓展市場，要使公司商品成為「正字標

記」產品，必須至下列何機關申請？　(A)健保局　(B)商品檢驗局　(C)
中央標準局　(D)國際貿易局。

(A) 12. 請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本之主體為何？　(A)普通股　(B)特別股　(C)
優先股　(D)累積優先股。

(D) 13. 下列何類連鎖加盟組織在價格訂定上，加盟店主最具有自主權？　(A)委
託加盟連鎖　(B)直營連鎖　(C)特許加盟連鎖　(D)自願加盟連鎖。

(C) 14. 下列何者不是在職訓練的方式？　(A)工作授權　(B)工作輪調　(C)建教

合作　(D)學徒訓練。

(A) 15. 某產品價格下跌，而供給者總收益卻增加，則此產品的需求彈性係數為

何？　(A)大於1　(B)等於1　(C)大於0，但小於1　(D)等於0。
解析：需求彈性＝需求量變動百分比／價格變動百分比。若產品由於價

第六篇.indd   572 2009/3/4   下午 01:33:15



97年郵政專業職(二)內勤從業人員　573

格下跌，需求量增加，供給者的總收益當然隨著增加。此時，即

表示需求彈性大於一。

(D) 16. 從事人力資源管理應考慮到員工的情緒反應、自尊心、企圖心、向上

心，此乃遵循人力資源的哪一項原則？　(A)發展原則　(B)民主原則　

(C)彈性原則　(D)人性原則。

(D) 17. 請問「管理資訊系統」之英文簡稱為何？　(A)MIB　(B)MAB　(C)AIS　
(D)MIS。

(A) 18. 台北市政府目前將違規車輛拖吊業務交由民間業者執行，此為地方政府

將業務做下列何種處理？　(A)委外經營　(B)充分授權　(C)加盟連鎖　

(D)多角化。

(C) 19. 請問「銷貨收入/總資產」稱之為何？　(A)流動比率　(B)投資報酬率　

(C)總資產週轉率　(D)應收帳款週轉率。

(C) 20. 「六個標準差」指的是製造過程要求產品不良率不能超過百萬分之多

少？　(A)0.034　(B)0.34　(C)3.4　(D)34。

(B) 21. 社會環境、政治環境、技術環境、經濟環境等統稱為何？　(A)超環境　

(B)總體環境　(C)任務環境　(D)內部環境。

(A) 22. 以短期與長期兩類的計畫種類係以下列何者來分類的？　(A)時間幅度　

(B)明確性　(C)深度　(D)廣度。

(B) 23. 工作分析之後，我們可以具體得到工作規範及　　　？　(A)薪資水準

(B)工作說明書　(C)工作評價　(D)組織結構。

(B) 24. 當公司的工程師或研發單位將競爭對手的產品拆解研究，以學習對手新

的技術稱之為何？　(A)企業再造　(B)反向工程　(C)情報收集　(D)非
法活動。

解析：反向工程亦稱為逆向工程，亦即「樣品→資料→產品」。逆向工

程系統為製造業提供了一個全新、高效的三維製造路線。

(B) 25. 伍德沃(Joan Woodward)將組織結構由何種觀點來區分？　(A)策略性的

(B)技術性的　(C)大小　(D)權變的。

(D) 26. 在台灣，下列哪個單位主管全國勞動政策？　(A)勞工局　(B)健保局　

(C)勞保局　(D)勞委會。

(B) 27. 藉由賦與規劃與評估責任的方式來垂直擴展工作，以增加工作滿足感的

方式為何？　(A)工作擴大化　(B)工作豐富化　(C)工作輪調　(D)工作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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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8. 允許員工按自己的喜好，選擇各種利潤和津貼的發放範圍，稱之為何？

(A)員工入股　(B)彈性利潤方案　(C)設施性福利　(D)娛樂性福利。

(D) 29. 在費得勒(Fiedler)情境領導模型中，認為一個人的領導風格有何特性？

(A)權變的　(B)開放的　(C)相關的　(D)固定的。

(A) 30. 在控制系統中，當我們把公司部門轉變成利潤中心時，表示所使用的是

何種控制方式？　(A)市場控制　(B)文化控制　(C)傳統控制　(D)策略

控制。

解析：市場控制係指「透過市場機能，以協調(coordination)為焦點」的

控制方式。其構成要件包括半自主組織(Semi-autonomous)結構、

特殊的任務與不確定的環境、交換關係、明確的任務以及價格機

能。它是一種著重以外部市場機制(如價格競爭及相對市場占有

率)，來建立控制系統的標準的一種控制制度。產品或服務很清楚

而具體，且「市場競爭很激烈的組織，最常使用此種方法」。在

這種情況下，公司「各部門常會轉為利潤中心」，並以其在公司

總利潤所占的百分比作為部門績效評估的標準。。

(C) 31. 在工作指導方法中，藉由個案研究所獲得的分析及解決之道，並經由指

導者協助被指導者中獲得寶貴的經驗之方法為何？　(A)師徒制　(B)團
隊制　(C)角色扮演　(D)電腦輔助教學。

(D) 32. 根據產業生命週期活動，成長期時企業最應採取目標為何？　(A)採用低

成本策略以控制產品成本　(B)防堵潛在競爭者的加入　(C)打擊直接競

爭對手　(D)爭取大幅度的市佔率。

(A) 33. 當現有的產品進入新的市場區隔時，我們通常會使用何種方法？　(A)市
場開發　(B)市場滲透　(C)產品開發　(D)多角化。

(A) 34. 依照公司董事會的獨立性，下列何者為通常具有專業知識的學者或社會

賢達人士所擔任？　(A)獨立董事　(B)內部董事　(C)外部董事　(D)聯
合董事。

(A) 35. 所有在組織外部環境中會受到組織決策和行動影響的人或團體被稱作下

列何者？　(A)利害關係人　(B)Y世代　(C)X世代　(D)股東。

(C) 36. 下列何者不屬於企業的機能之一？　(A)人事管理　(B)研究發展　(C)目
標管理　(D)財務會計。

(A) 37. 任何組織的某些能力或資源在策略管理程序中是非常卓越或獨特，稱為

組織的　　　？　(A)核心能力　(B)機會　(C)優點　(D)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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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8. 在新產品訂價策略中，使用低價以迅速滲透市場之方法為何？　(A)市場

去脂訂價法　(B)市場滲透訂價法　(C)目標報酬訂價法　(D)損益平衡訂

價法。

(C) 39. 一個代表工人並透過集體協商來保護勞工權益的組織稱之為何？　(A)跨
部門團隊　(B)水平組織　(C)工會　(D)垂直組織。

(A) 40. 戴明(Deming)博士相信下列何者是增加生產力的主要來源？　(A)管理者

(B)顧客　(C)供應商　(D)工作者。

解析：戴明（Deming）博士的理論著墨的是管理者如何促進生產量。

(D) 41. 主管很重視員工出勤狀況，而小張是該公司全勤獎的得主，導致該主管

以為小張在其他方面也都表現得很好。請問該主管在績效評估所犯的錯

誤，稱為下列何者？　(A)對比效應(Contrast effect)　(B)趨中效應(Central 
effect)　(C)擴散效應(Diffusible effect)　(D)月暈效應(Halo effect)。

(D) 42. 授權者提供一套完整的經營管理制度及經過市場考驗過的優良產品或服

務，加盟者則支付加盟金及保證金給授權者並簽訂合作契約，然後全盤

接受授權者之經營指導與訓練，這是指何種加盟方式？　(A)直營連鎖

(Regular Chain)　(B)自願加盟連鎖(Voluntary Chain)　(C)連鎖性消費合

作社　(D)特許加盟連鎖(Franchise Chain)。

(B) 43. 億泉公司計劃推出自行研發的新產品A在市場銷售，該項產品A經估算

每月的總固定成本為NT$120,000，每單位的變動成本為NT$12，而根據

市場行情，每單位產品A的售價為NT$42，則該公司每月應銷售多少單

位，才會達到損益平衡？　(A)3,000　(B)4,000　(C)5,000　(D)6,000。

(A) 44. 貴林納(Larry Greiner)提出組織成長模型，將組織成長分成五階段，其中

在第三階段可能面臨控制危機，為了化解組織衝突，管理者應給予員工

較多的自主權，因此，管理者須採用何種方式來促使組織成長？　(A)授
權　(B)命令　(C)協調　(D)合作。

(D) 45. 諸多管理學者認為要有效做好企業管理，並非根據一些簡單的原理原則

就行，而必須要考慮許多情境因素，此一重要管理學派為下列何者？　

(A)管理科學學派　(B)系統學派　(C)科學管理學派　(D)權變理論。

(B) 46. 當個體表現出正確行為就給予獎賞，表現不當行為就給予懲罰，以使個

體表現出我們想要的行為，或消除我們不想要的行為，此稱為下列何

者？　(A)ERG理論　(B)增強理論　(C)公平理論　(D)期望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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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47. 組織結構設計結合了功能組織與專案組織的優點，並於垂直式結構中融

合水平式結構的特性，使管理者對外在環境的變化能迅速回應，為現代

化的國際企業常採用的方式，是下列何種組織？　(A)區域別組織　(B)
產品別組織　(C)網路式組織　(D)矩陣式組織。

(B) 48. 下列何者不屬於短期融資的方式？　(A)發行商業本票　(B)發行公司債

(C)票據貼現　(D)押匯。

解析：發行公司債係企業籌措長期資金的方式。

(D) 49. 呷尚飽早餐店推出集點送某遊樂園折價券，以提昇雙方業績的作法，這

是哪一種結盟的方式？　(A)分散經營風險　(B)委託結盟　(C)同業結盟

(D)異業結盟。

(B) 50. 在企業績效評估中，主管對下屬在事前所訂定目標的達成度進行評估，

便可得到績效評估結果，這是屬於哪一種績效評估方法？　(A)圖表測度

法　(B)目標管理法　(C)行為標準尺度評量法　(D)配對名次排列法。

(D) 51. 近年來發生許多公司遭特定人士違法挪用資產，犧牲大多數股東權益的

事件。請問這是下列何種商業特質所造成？　(A)高度國際化　(B)垂直

整合與外包　(C)規模極大化與多元化經營　(D)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

(D) 52. 許多國內企業由中小企業邁向中大型企業過程中，多利用資本市場向大

眾募集資金，甚至到國外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形成管理權與所有權分離

的企業體系，此一趨勢是現代商業的特質中的哪一項？　(A)決策民主化

(B)經營國際化　(C)商業自動化　(D)資本大眾化。

(C) 53. 榮拓科技公司在4月5日賒購一批商品$300,000，付款條件是2/10，1/20，
n/30，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榮拓科技公司最遲應該在同年4月30
日付款　(B)如果榮拓科技公司在同年4月9日才付款，應付$240,000　
(C)如果榮拓科技公司在同年4月17日才付款，應付$297,000　(D)如果榮

拓科技公司在同年4月28日才付款，應付$294,000。

(B) 54. 若中央銀行宣佈調降重貼現率，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貨幣供給量

將增加　(B)信用將緊縮　(C)信用將擴張　(D)利率水準將下降。

(B) 55. 企業內部電腦系統能整合企業活動，包括財務、會計、物流及生產功能

等，稱之為何種系統？　(A)供應鏈(SCM)　(B)企業資源規劃(ERP)　
(C)顧客關係管理(CRM)　(D)電子資料交換(EDI)。

(B) 56. 比較產品的完全競爭市場、獨佔市場，以及獨佔性競爭市場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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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錯誤？　(A)獨佔性競爭廠商與完全競爭廠商達長期均衡時，利

潤皆為零　(B)完全競爭廠商與獨佔廠商短期的供給曲線，皆為大於平均

變動成本之邊際成本線　(C)三個市場的廠商達短期均衡時發生虧損，只

要價格大於平均變動成本，皆不必歇業　(D)獨佔性競爭廠商與獨佔廠商

所面對的市場需求曲線，斜率皆為負值。

(A) 57. 收集商品販賣種類、數量、時間、消費者需求等情報，以作為營運決

策的參考，為下列哪一種資訊系統？　 (A)POS　 (B)EDI　 (C)EOS　
(D)CIS。

(C) 58. 根據韋伯(Max Weber)理想官僚制，下列何者代表將工作改變成簡單、

有規律並詳細規範工作內容？　(A)工作導向　(B)客觀　(C)勞力分工　

(D)權力階級。

解析：勞力分工係指分出每個人該做的工作，採取的方法是有規律並詳

細規範工作內容。

(C) 59. 霍商實驗(Hawthorne studies)是哪一位學者之貢獻？　(A)韋伯(Weber)　
(B)麥奎格(McGregor)　(C)梅歐(Mayo)　(D)泰勒(Taylor)。

(D) 60. 組織為了獲得投入(如：原料)的控制權，而使其成為自己的供應商之方

式，稱之為何？　(A)向後水平整合　(B)向前垂直整合　(C)向前水平整

合　(D)向後垂直整合。

(A) 61. 根據BCG矩陣，有較低的預期市場成長率與高的市場佔有率稱之為何？

(A)金牛事業　(B)問題事業　(C)落水狗事業　(D)明星事業。

(C) 62. 下列何種組織結構可透過「規模經濟」達到提升每個子功能的作業效

率？　(A)地理別式結構　(B)矩陣式結構　(C)功能式官僚結構　(D)產
品別式結構。

(B) 63. Mintzberg認為管理者因為工作的不同而會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尋找及

接受資訊以了解組織及環境，是管理者所扮演的哪一種角色？　(A)人際

角色　(B)資訊角色　(C)溝通角色　(D)決策角色。

(A) 64. 依照古典理論，矩陣式的組織結構違反了哪一個原則？　 ( A )命令統

一(unity of command)　(B)分工(division of work)　(C)指揮鍊(scalar 
chain)　(D)公平(equity)。

(D) 65. 當一位經理是屬於魅力型的管理者時，他或她相對於他或她的同僚較易

有較大的權力是由於下列何項原因？　(A)法定權力　(B)獎酬權力　(C)
威迫權力　(D)參照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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