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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每題 4 分
1.

在強化理論中，如果不給員工他不想要的結果，形同「鼓勵」該行為，我們稱之為： (A)正強化 (B)負強化 (C)
消滅 (D)懲罰

2.

下列何者是品質保證的英文簡稱： (A)TQM (B)QC (C)QA (D)CQI

3.

下列關於「X 理論」的敘述中，何者錯誤？ (A)X 理論著重「人」 (B) X 理論主張集權式領導 (C) X 理論強調懲
罰手段 (D) X 理論偏重人類生理需求

4.

下列何者不屬於財務績效？ (A)獲利率 (B)每股盈餘 (C)股價 (D)顧客滿意度

5.

Lady Gaga(女神卡卡)演唱會門票只送不賣，限量四千張造成旋風，此時 Gaga 展現的是： (A)獎賞權力 (B)法定權
力 (C)參照權力 (D)脅迫權力

6.

下列那一個學派是使用”情境管理”的管理方式？ (A)權變學派 (B)實證學派 (C)行為學派 (D)數量學派

7.

下列何者不是管理者所扮演的決策角色？ (A)干擾處理者 (B)資源分配者 (C)協商者 (D)資訊傳遞者

8.

就管理者技能而言，製衣工廠基層生產線的李班長應該特別加強何項技能？ (A)技術技能 (B)人際技能 (C)觀念技
能 (D)經營技能

9.

高階管理者花費最多時間的是下列何種管理功能？ (A)控制 (B)領導 (C)組織 (D)規劃

10. 在 BCG 策略模式中，經營市場處於低成長，前景不佳機會不多，不值得挹注資金繼續經營，應考慮減資或撤退的
是那一種事業單位？ (A)金牛事業 (B)明星事業 (C)問號事業 (D)狗事業
11. 某公司選擇在接近原料產地進行產品生產，請問可能是屬於何種競爭策略？ (A)穩定策略 (B)成本領導策略 (C)
差異化策略 (D)集中策略
12. SWOT 分析中，其中所謂的「W」是指： (A)威脅 (B)機會 (C)弱勢 (D)優勢
13. 一般我們稱一個企業的經營宗旨為： (A)預算 (B)目標 (C)策略 (D)使命
14. 公司決定要發給林課長二十萬元年終獎金作為表彰他這一年來對公司的貢獻，其主要參考的依據可能為下列何種
活動的結果？ (A)工作負荷 (B)工作評價 (C)工作分析 (D)工作劃分
15. 吳課長找課內的小張討論他的工作表現，經過雙方討論的結果，如果下個月的績效能夠再提升 10%就可以領到績
效獎金，小張也欣然同意，這種目標設定主要為下列何者？ (A)市場導向法 (B)目標管理法 (C)高階主管訂定法 (D)
基層員工訂定法
16. 陳先生有感於從小家境不好，沒有機會繼續升學只有國中學歷，於是在事業有成之後，以父親的名義成立助學獎
學金基金會，幫助弱勢的學生就學，這是屬於馬斯洛需求理論的那個層次？ (A)生理需求 (B)安全需求 (C)社會需
求 (D)自我實現需求
17. 東方公司發布李專員外派至上海擔任經理乙職的人事命令，這是屬於何種溝通方式？ (A)斜向溝通 (B)下行溝通
(C)上行溝通 (D)平行溝通
18. 某商業銀行同時採計襄理、同事以及來銀行洽辦事項的客戶的分數來評量櫃員的績效，這種方法我們稱之為：
(A)多人比較法 (B)配對比較法 (C)360 度回饋法 (D)重要事件法
19. 基層作業員起薪二萬二，課長起薪四萬五，部門經理起薪十萬，以上薪資的訂定依據主要是參考下列何種資料？
(A)工作劃分 (B)工作分析 (C)工作負荷 (D)工作評價
20. 在人力銀行看到某公司職缺的條件為大學商管相關科系畢業、熟悉 office 軟體操作，以上條件是參考何種文件而
開立的？ (A)工作說明書 (B)工作規範 (C)工作企劃書 (D)工作評價

＜背面尚有題目＞

【乙】每題 6 分
21. 以下何者可能是公司的幕僚人員？ (A)銷售經理 (B)業務代表 (C)人事主任 (D)生產經理
22. 下列何者不是古典學派的假設？ (A)人是經濟動物 (B)獲得工作滿足 (C)獲得金錢報酬 (D)主張專業化分工
23. 醫院若要決定開設幾個批價掛號櫃台，可以利用下列何種管理科學的技術分析？ (A)等候理論 (B)計劃評核術 (C)
決策樹 (D)賽局理論
24. 下列何者為有機式(organic)組織最有可能的特徵？ (A)高度制度化 (B)高度集權 (C)人員自主 (D)高度專業分工與
統一指揮
25. 下列那一種問題發生時，比較不適用標準作業程序(SOP)處理？ (A)速食店的顧客抱怨問題 (B)大學學生選課問題
(C)警察處理車禍事故問題 (D)IC 產業全球佈局問題
26. 陳課長是某科技大學畢業的校友，他在應徵新人時特別喜歡選擇自己的學弟妹作為新進員工，主要可能是下列何
種心理現象？ (A)選擇性知覺 (B)刻板印象 (C)月暈現象 (D)對比效果
27. 某早餐店的固定成本為 1000 元，每份早餐售價 40 元，每份早餐的變動成本為 15 元，請問這家早餐店若要收支平
衡，則至少要賣出幾份？(A)30 (B)40 (C)50 (D)60
28. 行銷組合 4P 中最為重要的是什麼？ (A)產品(product) (B)通路(place) (C)價格(price) (D)促銷(promotion)
29. 會尋找環境新機會，主動創新，願意冒險追求成長機會的是屬於下列何種策略選擇者？ (A)反應者(reactor)
(B)分析者(analyzer) (C)前瞻者(prospectors) (D)防禦者(defender)
30. 下列定量預測技術中，何者是以數學方程式來配合一條趨勢並且用此方程式來推測未來之走勢？ (A)迴歸模型
(B)時間數列分析 (C)計量經濟模型 (D)經濟指標
31. 下列何種集體決策方法是使用一個創意激發的程序，在過程中鼓勵任何意見的發表而暫停所有的批評？
(A)腦力激盪 (B)名目團體 (C)德菲法 (D)電子會議
32. 實習醫師必須到不同的科別去實習，這比較接近工作設計的何種方式？ (A)工作擴大化 (B)工作豐富化
(C)工作專精化 (D)工作輪調
33. 根據公平理論，當有不公平給付發生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按時計酬時，自認報酬過多的員工會生產得比
公平支付的員工少 (B)按量計酬時，自認報酬過多的員工會比公平支付的員工生產較少但較高品質的產品 (C)按時
計酬時，自認報酬不足的員工會生產較少或品質較差的產品 (D)按件計酬時，自認報酬不足的員工會比公平給付
的員工生產較多但品質較差的產品
34. 根據情境領導理論產生四種領導風格，下列何者是屬於領導者提供極少指導或支援的型態？ (A)告知型 (B)推銷型
(C)參與型 (D)授權型
35. 「在十日內以書面回答所有顧客的書面抱怨」這項宣示是屬於： (A)政策(policy) (B)程序(procedure) (C)規定(rule)
(D)策略(strategy)
36. 下列那一個品管工具適用於「觀察兩項要素之間的關係」？ (A)甘特圖 (B)散布圖 (C)管制圖 (D)魚骨圖
37. 現在公司除了積極經營產品銷售外，也配合產品推出公益活動，這是屬於何種行銷階段？ (A)產品導向 (B)生產導
向 (C)行銷導向 (D)社會行銷導向
38. 下列那一項指標，可以用來顯現一個企業的短期償債能力？ (A)流動比率 (B)銷貨毛利率 (C)股東權益報酬率
(D)負債比率
39. 集中公司資源在較小的市場區隔中，減少不賺錢的產品或服務項目為下列何種策略？ (A)收割策略 (B)撤退策略
(C)擴張策略 (D)重整策略
40. 當企業已進入成熟期時，人力資源規劃應該較為重視下列那一個項目？ (A)維持成長 (B)預測 (C)因應策略
(D)穩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