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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有關行政人決策模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由賽門(Simon, H.A.)與馬曲(March, J.)提出 決策者會窮其所能找出最佳的解法 
建立在有限理性和滿意水準兩個概念上 
強調決策者不可能無限制的蒐集資訊，期待在毫無失敗風險的狀況下做決策 

【1】2.在不同的企業間建立一種夥伴關係，藉此可以結合彼此的資源、能耐，與核心競爭力，以獲取共同
利益，稱為： 
策略聯盟 整合聯盟 重整聯盟 維持策略 

【2】3.說明一個員工若要順利執行某一特定工作，必須具備的最低資格，有效執行該工作所要具備的知識、
技術與能力的書面說明，稱為： 
工作說明書 工作規範書 作業計畫書 行銷企劃書 

【4】4.有關服務藍圖的優缺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服務藍圖不只能在一個靜態的場景描繪服務，也能夠記錄動態的系統 
服務藍圖能客觀地描繪服務中的可見要素，而對非可見要素無法描繪 
能夠讓企業完全滿足所有顧客的個別要求，使服務提供過程更合理 
有助於企業建立完善的員工培訓 

【2】5.有關管理顧客引發的五大不確定性，下列何者配對正確？ 
顧客都在下班時間來到餐廳用餐  請求變異 
病患無法確切說明自己的症狀  能力變異 
在自助便當店吃完的餐盒留在座位上  主觀偏好變異 
星巴克店員除了會標明顧客的姓，還會杯子上作圖  到達變異 

【4】6.下列何者非優良服務系統的特性？ 
容易使用 符合成本效益 讓顧客看到服務價值 前台與後台的連結出現斷點 

【4】7.波特所提出的五力分析，不包括下列何者？ 
供應商 客戶 競爭者 政府 

【4】8.許多企業在對產品進行定價時，會以「可負擔的奢華(Affordable Luxuries)」為訴求。這樣的定價方
式其目標為： 
利潤最大化 市場占有率最大化 市場吸脂訂價法 成為產品－品質領導者 

【1】9.在行銷管理原來 4Ps 的基礎上增加：政治權力(Policy Power)及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科特勒
(Kotler)將此稱為： 
大行銷(megamarketing)  定價管理(pricing management) 
績效品質(performance quality) 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 

【3】10.下列何者並非「產品設計準則」？ 
顧客導向設計 品質機能展開 完全成本中心設計 價值分析/價值工程 

【2】11.在服務系統設計矩陣(service-system design matrix)中，一個面對面、完全客製化的服務接觸(service 
encounter)預期會有下列何者？ 
低銷售機會 低生產效率 高生產效率 低顧客／服務者接觸 

【2】12.某鬆餅店門口總是大排長龍，店家因此限定客人在店用餐時間為一小時。請問店家這樣做的目的是： 
降低在製品數目 提高存貨周轉率 達到生產線平衡 降低生產成本 

 

【2】13.組織設計有兩種最典型的模式，當中能隨環境變化而調適、具高度彈性、跨功能團隊及自由資訊流
通依賴非正式溝通途徑的溝通，是屬於何種組織模式？ 
機械式組織 有機式組織 事業部組織 簡單式組織 

【2】14.下列哪種組織問題最可能發生於矩陣式組織？ 
無法發揮專業分工之機能 指揮不統一，工作人員易發生角色衝突 
組織僵硬、缺乏機動性  各部門各自為政，缺乏溝通與協調 

【4】15.組織成員共有的信念、價值、傳統和行為規範，稱為： 
組織環境 組織結構 組織績效 組織文化 

【2】16.有關產品開發流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製造面來看，「概念發展」階段需要評估生產的可行性 
以設計面來看，「系統設計」階段必須定義零件型態 
以行銷面來看，「規劃」階段必須評估市場機會 
以製造面來看，「細部設計」階段必須定義生產流程 

【2】17.有關創意團隊的決策發展技巧，若鼓勵成員提出方案，而不做任何批評的創意發展過程，係為下列
何者？ 
記名團體術 腦力激盪術 電子會議 德菲法 

【1】18.在波特(Porter)的價值鏈(Value Chain)模式中，價值活動可分為主要活動與支援活動，請問下列何者
不屬於主要活動？ 
研發 進料後勤 生產 行銷 

【3】19.團體討論後的團體決策與團體個別成員的決策往往不同，團體的決議最終不是更謹慎保守，就是要
冒更大的險，請問在管理上稱這種情況為何？ 
團體暴力 團體迷思 團體偏移 團體凝聚力 

【3】20.有關目標管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目標管理是授權的、參與的、合作的管理 
目標管理的要素包括：績效回饋、明確的期限 
強調「由上而下」的運作，上級設定部屬目標後，監督其是否達成 
目標管理亦重視目標執行過程的自我檢討與自我評估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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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是針對組織內部的分析，OT是針對外在環境的評估 
 SO是針對組織內部的分析，WT是針對外在環境的評估 
 ST是針對組織內部的分析，WO是針對外在環境的評估 
 OT是針對組織內部的分析，SW是針對外在環境的評估 

【4】22.下列何者之全球策略風險最低？ 
合資 策略聯盟 授權／加盟 進出口 

【2】23.有關全球化經營環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不論是製造業或是文化娛樂產業都開始進行全球行銷 
為了避免外國勞工搶奪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應該要徹底禁止外國勞工在本地就業 
金融全球化的出現歸功於資訊及通信科技的進步 
製造全球化造就了跨國分工的全球生產網絡 

【2】24.企業面臨潛在競爭者的挑戰是屬於哪一種環境因素？ 
內在環境 產業環境 總體環境 國際環境 

【4】25.企業拓展國際多角化的主要動機為何？ 
支援弱勢事業 瞭解社會價值 創造策略彈性 創造範疇經濟 

【2】26.隨機選出某大學商學院 18位選修「企業管理」的同學期中考成績如下： 

 

 
請問這 18位同學「企業管理」期中考成績的全距(range)為何？ 

 45  50  72  95 

【4】27.下列哪一種統計圖形不適合用來呈現類別型資料？ 
長條圖(Bar Chart) 圓形圖(Pie Chart) 柏拉圖(Pareto Chart) 直方圖(Histrogram) 

【2】28.有關資料分布是否對稱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峰度係數(coefficient of kurtosis)可以用來判斷資料是否對稱 
右偏(skew to the right)之資料通常會有平均數大於中位數的現象 
偏態係數為負值時，資料應該是右偏(skew to the right) 
對稱資料的平均數必等於眾數 

84 73 94 81 45 63 67 77 62 71 79 50 61 88 85 95 83 65 

http://wiki.mbalib.com/zh-tw/%E8%90%A5%E9%94%80


單位：（筆數） 
Y = 10.048 － 0.0164X 

【3】29.假設行動通信業客戶統計如下： 

                     行動通信業務客戶統計數（單位：人） 

資料截止 

日期 

行動電話

(2G)  
PHS 

第三代行動通

信(3G) 

WBA 無

線寬頻 

行動寬頻

(4G) 
總人數 

104.02.28 2,159,021 647,169 22,481,204 92,259 4,598,777 29,978,430 

107.01.31 0  0 5,726,676 0 22,897,423 28,624,099 

備註：自 106 年 6 月 30 日起 2G 終止。 

請問 107 年 1月 31 日「4G的用戶數占用戶總人數之比率」較 104 年 2月 28日增加多少？ 
 54.0%   62.2%  
 64.7%   80.0% 

【4】30.客服部分為了解兩家分店在客訴案件的回覆處理時間是否有差別，月底時隨機由客訴處理紀錄中各
抽出 200 個案，整理其處理回應時間，如下表（其中區間 a~b分鐘，表示 a分鐘以上未滿 b 分鐘）： 
請問：A、B兩分店的回應時間中位數分別落在哪一個回應時間區間？ 
 A、B兩分店都落在 2~4分鐘區間 
 A分店落在 2~4分鐘區間、B分店落在 4~6分鐘區間 
 A分店落在 4~6分鐘區間、B分店落在 2~4分鐘區間 
 A、B兩分店都落在 4~6分鐘區間 

 

 

 

【2】31.下列哪一種統計圖不適合用來呈現數量型變數的分布？ 
莖葉圖(Stem and Leaf)  圓餅圖(Pie Chart) 
次數分配折線圖  累積次數分配折線圖 

【1】32冬奧 500公尺競速(uniform distribution)，36位參賽者比賽成績介於 34.5~37.5秒之間。如果參賽者的
成績大致服從均等分配。主辦單位準備選出成績排名前 6名的 6位選手晉級決賽，請問主辦單位的晉級門
檻應該訂多少？ 
 35秒  35.5秒  36秒  36.5秒 

【4】33.百貨公司頂樓有一間米其林星級餐廳，在 B1則有美食街，營業紀錄顯示進入百貨公司的民眾，有 8
成會到美食街用餐。美食街一間新開攤位，準備發送傳單給進入百貨公司的民眾。請問前 10 位拿到傳單
的民眾，至少有一位民眾會到美食街用餐的機率為何？ 
 0.210  1 − 0.810  0.810  1 − 0.210 

【3】34.某公司員工的年終獎金平均數為 10萬元，標準差為 4萬元，假設年終獎金的分布大致服從常態，請
問績效最好的前 5%員工的年終最少有多少？【提示：P(Z >1.96)=0.025；P(Z >1.645)=0.05】 
 16.2萬元   16.37萬元  
 16.58萬元   17.55萬元 

【1】35.從常態母體中隨機抽出兩組樣本，其平均數分別以 與 ，則 之分配為： 
常態分配   t 分配  

 分配   F分配 

【3】36.某人力銀行收集大學畢業生的起薪資料庫之敘述性統計顯示，男生平均為 28K、變異數為 9 K2；女
生平均為 27K、變異數為 4K2。從資料庫中隨機抽出 6位男生、5 位女生，請問這份樣本的男、女生平均
起薪差的變異數是多少？ 
 0.7K

2 
 0.9K

2 
 2.3K

2 
 2.467K

2
 

【4】37.某政黨擬以簡單隨機抽樣電話訪問，進行其推出的縣市長候選人支持度的調查。由於時間有限，預
計完成有效樣本數 400份。在 95%信心水準下，最大抽樣誤差大約控制在多少之內？  
 1%  2.5%  3%  5% 

【1】38.欲檢定民眾對重啟深澳燃煤電廠的支持度是否過半，在 5%的顯著水準下，透過隨機抽樣電訪調查的
檢定 p-值須滿足下列哪一個條件，才會拒絕虛無假說？  
 p-值5%  p-值2.5%  p-值5%  p-值2.5% 

【2】39.欲推估過年期間蔬菜平均價格的信賴區間，在信心水準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樣本數增加為原來的 4
倍，則新的信賴區間的長度是原來信賴區間長度的多少倍？ 
 1/4  1/2  2  4 

 

【2】40.隨機抽出兩地磚工廠生產的地磚，檢測其地磚的抗壓強度，地磚的抗壓強度的敘述統計量如下，請
問：欲檢定兩公司的地磚平均抗壓強度是否有顯著差異的檢定統計量為何？ 

 1.952  2.085  2.167  2.186 

 

 

 
 

【2】41.為探討不同的水源養殖的漁獲收入是否有差別。分別在淡水、鹹水、混合等三類養殖場（養殖單位
為：口）分別選取 10、4、6口，調查其每口年漁獲收入。欲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檢定
不同水源的養殖場平均每口年漁獲收入是否有顯著差異，請問變異數分析表中誤差變異的自由度為何？ 
 2  17  18  20 

【3】42.欲分析四種包裝設計對銷售量的影響，每種設計都隨機找 10家通路商，並收集其銷售金額。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總平方和為 1260、組間平方和為 450，請問檢定四種包裝平均銷售量是否有顯著差
異的檢定統計量為何？ 
 4.643  4.762  6.667  6.851 

【4】43.研究單位隨機找了 20位受測者，記錄其飲用的啤酒罐數(X)，並在 30分鐘後測量其血液酒精含量(blood 
alcohol content, BAC)。資料的敘述性統計如下：啤酒飲用平均 4.65罐、標準差為 2.1095；BAC 平均 0.7、
標準差為 0.042，啤酒罐數(X)與血液酒精含量(BAC)兩者相關係數為 0.908。欲使用上述資料建立以啤酒飲
用量，來預測飲用者血液酒精含量的模式，BAC = a + b X。請問 b的最小平方估計值為何？ 
 0.0124  0.0137  0.0164  0.0181 

【1】44.汽車公會小客車在不同速率(X，公里/小時)下的每公里消耗的汽油公升數的油耗(Y，每百公里消耗的
汽油公升數)，建立了最小迴歸預測模式，如下： 

 

請問速率為 100公里/小時下，預估的油料消耗量為何？ 
 8.408  9.884  10.0316  10.048 

【4】45.過去的經驗顯示薪資分布呈現嚴重的右偏(skew to the right)，欲檢定兩性的薪資中位數是否有顯著性
差異，下列何者最適合？ 
雙母體 t-檢定  威爾卡森符號檢定(Wilcoxon Sign Rank Test) 
 K-W 檢定 (Kruskal-Wallis Test)  M-W 檢定 (Mann-Whitney Test) 

【2】46.下列哪一種統計量最適合呈現成對等級資料的相關性？ 
連統計量(Run Statistics)  史皮爾曼統計量(Spearman Statistics) 
皮爾森相關係數(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等級符號統計量(Rank Sign Statistics) 

【2】47.時間數列的成分不包括下列哪一種？ 
長期趨勢(Secular Trend)  短期趨勢(Short-Term Trend) 
循環變動(Cyclical Variation) 季節變動(Seasonal Variation) 

【4】48.某百貨公司 2015~2017年各年度的季銷售金額（百萬）如下表，請問季節指標最大的是哪一季？ 

冬 春 夏 秋 

 

 

 

 

【4】49.某服飾通路商的三個品項，在基期(2010 年)及 2017 年的品項價格與銷售量如下，請問該通路商的服
飾價值指標(Value Index)為何？ 

 120.70  

 121.81  

 122.94  

 123.93  

 

 

【2】50.以 2010 年為基期的 2017 年消費物價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為 160。請問 1 元的購買力
(purchasing power)為何？ 
 0.391  0.625  1.600  2.560 

X Y YX 3

2

回應時間 A分店 B分店 

0~2分鐘 18 29 

2~4分鐘 77 54 

4~6分鐘 105 93 

6~10分鐘 0 20 

10~15分鐘 0 4 

公司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A 65 1077 79 

B 80 1053 54 

年度 冬 春 夏 秋 

2015 7.2 5.7 10.9 14.5 

2016 7.6 5.9 11.1 14.9 

2017 8.1 6.2 11.4 15.1 

  2010 年 2017年 

品項 單價 銷售(千) 單價 銷售(千) 

領帶  150  1,000   310  900  

套裝 1,560   100  1,850  120  

鞋子  600   500   500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