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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每題 4 分
1.

馬斯洛需求理論中，最基層的需求為： (A)自我實現 (B)自尊 (C)社會 (D)生理

2.

決定薪資的計算標準，讓機構內員工同工同酬的人力資源工作稱為： (A)工作評價 (B)工作分析 (C)工作設計
(D)工作分派

3.

下列何者不屬於工作豐富化的內容？ (A)增加工作難度 (B)增加工作數量 (C)增加員工的工作控制權 (D)增加員
工的責任

4.

下列何者不屬於 SWOT 分析的內容？ (A)優勢 (B)劣勢 (C)威脅 (D)利益

5.

可以表現出該組織的基本目的，且為一個組織的生存理由及永續目標的陳述稱為： (A)願景 (B)使命 (C)目標
(D)政策

6.

下列何者最可能是垂直整合的理由？ (A)公開資訊 (B)外包經營 (C)交流技術 (D)技術保護

7.

人力資源部門主管對單位內人員有命令權，稱之為： (A)幕僚職權 (B)職能職權 (C)直線職權 (D)功能職權

8.

下列何者是持續性品質改善的英文簡稱？ (A)QA (B)TQM (C)QC (D)CQI

9.

認為員工有主動負責，樂於達成目標、完成任務的理論是： (A)X 理論 (B)Y 理論 (C)Z 理論 (D)M 理論

10. 各項管理知識中，高階主管應特別加強何項能力？ (A)技術性能力 (B)人際關係能力 (C)概念性能力 (D)以上皆非
11. 下列那個階段開始重視顧客需求？ (A)社會行銷導向 (B)行銷導向 (C)銷售導向 (D)生產導向
12. 下列何種獎勵是鼓勵員工對工作或環境提出建議事項的制度？ (A)年終獎金 (B)提案獎金 (C)績效獎金 (D)業績
獎金
13. 管理理論中，權變理論所強調的是什麼？ (A)系統 (B)人員 (C)情境 (D)事物
14. 對不同市場區隔，供應不同產品的行銷策略稱為： (A)集中行銷 (B)專業行銷 (C)無差異行銷 (D)差異行銷
15. 某診所因應目前流行瘦身的趨勢而開設減重門診，這是因為注意到何項環境因素？ (A)政治環境 (B)社會環境
(C)科技環境 (D)經濟環境
16. 下列何者是生產管理中最重視的元素？ (A)時間 (B)成本 (C)品質 (D)數量
17. 當某員工的工作能力與工作意願都很低時，公司應該採取何種策略以協助該名員工？ (A)移轉策略 (B)維持策略
(C)發展策略 (D)激勵策略
18. 管理者的何項權力來源對部屬的影響力最大、最久？ (A)獎酬權力 (B)專家權力 (C)合法權力 (D)強制權力
19. 下列那種工作較不適合以觀察法作為工作分析的方法？ (A)生產線作業員 (B)打字秘書 (C)研發工程師 (D)廚師
20. 校長在校慶時頒發獎牌給資深教師，此時校長扮演何種角色？ (A)人際角色 (B)傳播角色 (C)清道夫角色 (D)企業
家角色

【乙】每題 6 分
21. 所謂六個標準差（six sigma）係指在多少次的生產次數中，只有 3.4 次不良問題？ (A)一萬次 (B)十萬次 (C)一百
萬次 (D)一千萬次
22. 全面品質管理特別強調何種重要性？ (A)顧客滿意 (B)事後矯正 (C)全面檢驗 (D)經營效率
23. 下列何者不在平衡計分卡的四個構面中？ (A)顧客構面 (B)流程構面 (C)財務構面 (D)品質構面

＜背面尚有題目＞

24. 下列何者不是屬於「藍海」策略？ (A)創造一個無人競爭的全新市場 (B)以競爭為導向 (C)儘量擴大機會或縮小風
險 (D)創造新需求、維持高獲利
25. 下列對於目標管理的敘述中，何者錯誤？ (A)屬於參與式管理制度 (B)目標必須明確表達並予以量化 (C)目標一旦
訂定就不可更改 (D)目標應由主管與部屬共同訂定
26. 當產品生命週期進入到成長期時，此時的發展重點在於： (A)財務管理 (B)開發市場 (C)製程改善 (D)降低成本
27. 在 BCG 分析中是以那兩項資料作為分析的要素？ (A)市場成長率及相對市場佔有率 (B)顧客滿意度及消費金額
(C)市場佔有率及產品種類 (D)新顧客數及舊顧客數
28. 下列何者是企業必須付出最大的品質成本？ (A)預防成本 (B)檢驗成本 (C)內部失靈成本 (D)外部失靈成本
29. 產業生命週期中，那一個時期的重點在於創造產品的差異性、降低成本及使用各種行銷手段來吸引顧客？
(A)導入期 (B)成長期 (C)成熟期 (D)衰退期
30. 規劃的目的在於使企業資源的運用達到何種程度？ (A)最適化 (B)最大化 (C)最有效化 (D)最佳化
31. 下列何種品管工具適用於「分析原因」的階段？ (A)散布圖 (B)管制圖 (C)檢核表 (D)特性要因圖
32. 下列何者是波特競爭模型中的競爭策略之一？ (A)市場滲透 (B)集中 (C)收割 (D)多樣化
33. 下列對於績效評估的敘述中，何者錯誤？ (A)必須公正客觀 (B)包括評估工作以外的事項 (C)必須以工作分析為基
礎 (D)標準必須清楚明確
34. 某 3C 賣場推出將交易淨利的 20%捐出作公益活動，是屬於何種導向的作法？ (A)產品導向 (B)銷售導向 (C)行銷
導向 (D)社會行銷導向
35. 下列對於管理學派的敘述中，何者錯誤？ (A)行為管理學派重視人性行為 (B)系統理論學派將組織視為一個系統
(C)權變理論學派強調在一個封閉的系統內求最佳解 (D)管理科學學派特別重視經濟因素而非心理或社會因素
36. 下列何者屬於赫茲伯格雙因子理論中的維持因子？ (A)自尊 (B)安全 (C)成就 (D)自我實現
37. 企業的行動方向是藉由下列何者所決定？ (A)規劃 (B)組織 (C)領導 (D)控制
38. 預算是下列那兩種管理功能的工具之一？ (A)規劃與領導 (B)領導與控制 (C)組織與領導 (D)規劃與控制
39. 下列何者符合策略規劃的特性？ (A)確定情況下決策 (B)開創性決策 (C)中階管理決策 (D)例行性決策
40. 一個組織的正式化程度通常反應在下種選項中？ (A)委員會數目的多寡 (B)規章制度的多寡 (C)管理幅度的大小
(D)分工的程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