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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每題 2 分) 

1. 近年來報章雜誌與電子媒體上，”金磚四國”的說法非常流行，請問下列何者並不列

名於金磚四國？ 
a.俄羅斯       b.巴西 
c.印尼       d.中國 
e.印度 

2. 談到國際海運，下列何者為非？ 
a.韓國釜山位居全球十大貨櫃港 
b.日本橫濱位居全球十大貨櫃港 
c.大陸深圳位居全球十大貨櫃港 
d.全球貨櫃運輸的前十大港口過半位於東亞 
e.Baltic Dry Index (BDI 波羅的海乾散貨運指數)可視為全球經濟的領先指標 

3. 下列何國盛產石油? 
a.泰國 b.韓國 
c.挪威 d.蒙古 
e.印度 

4. 下列何國不屬於歐元區？ 
a.英國 b.西班牙 
c.德國 d.希臘 
e.法國 

5. 石油市場中有所謂的”北海布侖特原油”，請問北海油田大概位於？ 
a.俄羅斯北方北極圈內地區 b.阿布達比北方海域 
c.英國和斯堪地那維亞半島間 d.美國北方領土阿拉斯加地區 
e.加拿大魁北克到哈德遜河間 

6. 依照個體經濟學，市場的進入障礙越低則： 
a.利潤越低 b.易形成不公平競爭 
c.邊際效益遞增 d.資訊成本越高 
e.資訊越不對稱 

7. 依照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下列何者為是？ 
a.政府應該適度的介入經濟 b.政府不應該介入經濟和市場 
c.刺激生產可解決經濟衰退 d.投資無助於解決衰退，關鍵在競爭 
e.工資與價格會自動達到平衡 

※請標明題號後作答於答案卷上，不可於題上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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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談到”需求的價格彈性”，下列何者為是？ 
a.某產品占總收入的比率越高，需求彈性越低 
b.耐久消費財的需求彈性比一般商品來的低 
c.必需品的需求彈性低 
d.奢侈品的需求彈性低 
e.同質性替代品越多，需求彈性越低 

9. 下列有關”人口紅利”的敘述，何者為是？ 
a. 意即人口數目多，市場規模大，企業獲利因此越高。 
b. 係指經濟成長率高，市場越大，企業獲利因此越高。 
c. 係指勞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日益提高，經濟發展有優勢。 
d. 係指老人年金，活的越久，領的越多。 
e. 係指享受社會福利，如全民健保，的人口越來越多，生活水平也日益提高。 

10. 許多台灣企業都在美國推出 ADR(美國存託憑證)，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a. 隨著 ADR 的使用日增，台股和美股的相關性也愈高。 
b. ADR 以美元報價，且受美國相關單位管理。 
c. ADR 持有者可參與企業盈餘分配，但一般無法被選舉進入董事會。 
d. ADR 和 TDR(台灣存託憑證)係透過兩國監理單位協商，對等發行。 
e.發行企業在台灣的股價與美國 ADR 的價格，相關性高但不完全相同。 

11. 新台幣最近快速升值，請問下列與新台幣升值的敘述何者為非？  
a.有助於出口業成長 
b.有助減緩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壓力 
c.有助降低進口成本 
d.可能會吸引熱錢進入 
e.投資人較看好內需型產業股價 

12. 與衍生性金融有關之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a.當股價上漲時，買入選擇權的價格上漲 
b.當股價下跌時，賣出選擇權的價格上漲 
c.台灣採歐式選擇權 
d.認股權證和買入選擇權相似，兩者的合約撰寫人（發行者）都需為法人，其中認股

權證的發行者為標的股票公司本身 
e.理論上，衍生性金融有助於資本市場的活絡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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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下列敘述何者為是？ 
a.美國的出口大宗為工業產品，農產品甚少 
b.作為開發中國家，中國大陸的出口以農產品為主，工業產品甚少 
c.國際直接投資主要發生於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已開發國家間較少 
d.比較匯市、股市、債市，以全球交易的總金額而言，股市最大 
e.全球外匯交易中，用來做為國際貿易支付的比重很低，通常少於一成。 

14.下列與”利差交易(Carry Trade)”有關敘述，何者為非？ 
a.本質上是一種套利行為 
b.實務上的利差交易其實早已進入風險和報酬更高的股市 
c.近來大陸積極赴海外投資就是最好的實例 
d.金融風暴時的日圓升值則可視為利差交易回籠的指標 
e.寬鬆的貨幣政策是利差交易的溫床 

15. 對於不確定金額，例如尚未開標前的外幣標案避險，假設所涉及的外匯為國際主要

貨幣，一般較建議採何種避險工具？ 
a. 以現金帳戶避險 b. 以外匯選擇權避險 
c. 購買當地房產避險 d. 購買當地公債避險 
e. 以遠匯合約避險 

16. 下列有關經濟整合的敘述，何者為非？ 
a.歐盟的整合程度高於”東協加一” 
b.歐盟有自己的中央銀行 
c.世界貿易組織(WTO)並不反對區域經濟整合 
d.以整合程度而言，關稅同盟高於自由貿易區協定 
e.墨西哥位於中美洲，嚴格說並不屬於北美自由貿易協定(NAFTA)區 

17. 賒銷在國內商場很普遍，同樣的在全球化的今日，國際商場也需要用到信用銷售。

近來不僅新台幣、各國的貨幣波動幅度都很大。請問，海外信用銷售的一般原則是

以何種匯率作為報價基礎？ 
a. 即期匯率  b. 現金匯率 
c. 遠期匯率 d. 交叉匯率 
e. 本年度平均匯率 

18. 根據不同時期和階段的貿易理論，下列何者為非？ 
a. 亞當史密斯提出絕對利益原理來解釋國際貿易 
b. 李嘉圖提出相對利益原理來解釋國際貿易 
c. 根據李嘉圖的相對利益，應該進口比較利益大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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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T h e  H e c k e r c h e r - O h l i n  T h e o r e m） 要素稟賦理論同樣強調相對利益 
e. 麥可波特的國家競爭力鑽石理論中，政府被視為外部因素 

19. 下列有關知識經濟的論述，何者為非？ 
a. 有邊際效用遞減的特性 
b. 有高固定成本、低變動成本的特性 
c. 強調多軌思考 
d. 強調創意開發 
e. 強調 know-why，而非 know-how 

20. 下列與 2008 年金融風暴有關的敘述，何者為非？ 
a. 肇因於美國的次貸風暴 
b. 歐元區的紓困工作主要由英國主導 
c. 冰島的金融產業受到重創 
d. 愛爾蘭的金融產業受到重創 
e. 量化寬鬆，就是以極寬鬆的貨幣政策注資到經濟體系中 

二、申論題(10 分)： 

試從產業結構與匯率政策觀點來評論下述看法：「相對於台灣股市，美國升息對香港股

市的衝擊較大」 

三、請閱讀下文，並回答所列問題：   

    Starbucks is trying to change pop culture: what we eat and drink, when we work and 
play, and how we spend our time and money. Some people call it the “Starbuckization” of 
society. Starbucks is not only the kingpin of expensive coffee but also among the top 
trendsetters of our time. Starbucks thinks that “if you love the taste of our coffee, you will 
love our taste in pop culture.” 

    There are some negative aspects of this new pop culture. Starbucks is changing what we 
eat (but it is not always healthy). Portions are too big, and the drinks are full of calories and 
fat.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healthier food is in their future, but success has made them a target 
for people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a healthy lifestyle. 

    On the positive side, Starbucks has added more than a teaspo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o its coffee, and there is a cost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Employee benefits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actions come with a cost. Starbucks has made the $4 coffee drink acceptable and 
opened the door for other competitors to charge similar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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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chologist Joyce Brothers says Starbucks has a positive effect in that “there is a sense 
of security when you go there.” On the other hand, Starbucks is changing urban streetscapes; 
it is impossible in many cities to go more than a few blocks without seeing the familiar 
Starbucks logo. Even advertisements for apartments for rent point out that they are near a 
Starbucks. All of this is helping Starbucks become a cultural curator.  

    Starbucks has achieved amazing growth, creating financial success for shareholders 
while positioning itself as socially responsible. Its reputation has been built on product 
quality, stakeholder concerns, and a balanced approach to its business activities. Starbucks 
receives criticism for its ability to beat the competition, putting other coffee shops out of 
business, and creating a uniform retail culture in many cities, but it excels in its relationships 
with its employees and is a role model for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employee benefits. In 
addition, in an age of shifts in supply chain power, Starbucks is as concerned about their 
suppliers and meeting their needs as any other primary stakeholder. One of the areas where 
the company faces challenges is catching up with some of its competition in providing 
fair-trade coffee.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for Starbucks, but the company must continue to 
focus on a balanced stakeholder orientation that has been so key to its success.（Source: O. C. 
Ferrell, J. Fraedrich, & L. Ferrell, Business ethics: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and cases, 2008, 
South-Western.） 
 

1. 就星巴克而言，可能導致哪些行銷道德疑慮？應善盡哪些社會責任？試分析之。

（15 分） 
2. 你認為星巴克整體公司策略中是否已關注其所應善盡的社會責任？（10 分） 

四、國際策略聯盟是目前企業拓展國際市場常採用的合作模式，策略聯盟的利益可能在

於： 

1. 便於進入市場 
2. 分擔風險 
3. 共享知識與專業 

請說明上述利益的意涵，並針對各利益，分別舉一國際企業聯盟案例論述之，即其

參與聯盟的主要原因在於獲取該項利益（15 分）。其次，請論述該案例主要合作之

功能性範疇（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