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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說明： 

1. 共有三個個案，每個個案各附一個問題，請詳細閱讀個案後，再針對問題作答。 

2. 英文題可以英文作答。答題書寫力求工整、清楚，以降低閱卷的誤差。 

3. 中文題兩題（每題各佔 40%，共佔 80%）；英文題一題（佔 20%）。 

 

個案一：「美國連鎖書店 Borders 經營受挫」 

 

 

  

中央社報導，受到網路書店蓬勃發展的衝擊，美國第 2大連鎖書店疆界（Borders）今

年 2 月中旬聲請破產，計畫關閉 200 家分店，未來計畫朝電子書市場積極前進，期盼

東山再起。  

總部設於美國密西根州的疆界書店，是湯姆‧鮑德斯與路易士‧鮑德斯兄弟 1971 年在

安亞伯創立的二手書店，原本是排名僅次於邦諾（Barnes & Noble）的全美第 2大連

鎖書店。邦諾目前在美國擁有 717 家連鎖書店。  

近年來，亞馬遜網路書店越來越熱門，加上電子書、蘋果公司的 iPad 新產品提供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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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更加迅速方便的閱讀形式，疆界書店由於沒能隨著消費者購書習慣改變而提出

因應策略，虧損連連，從 1998 年迄今市值縮水 30 多億美元。  

在呈交給破產法院的法律資料中，員工 1 萬 7500 人的疆界書店，列出截至 2010 年 12

月 25 日當天，公司資產價值 12 億 8000 萬美元，負債 12 億 9000 萬美元。  

「華爾街日報」報導，疆界書店將關閉全美各地約 30%的分店，也就是目前 642 家連

鎖分店將關閉其中「無力繼續經營」的 200 家。  

疆界書店財務長亨利在呈交給法院的聲明中指出，今後將朝電子書市場加強發展、擴

增更多非書籍類的商品銷售，同時也要改進顧客回饋方案。 

【資料來源：2011/03/06 聯合晚報╱國際新聞組/綜合報導】

http://udn.com/NEWS/WORLD/WOR2/6193024.shtml 

 
  

 

試題一：請針對連鎖書店疆界（Borders）為何會經營失敗，以及如何挽回頹勢，提出

你的詳細分析與評論。（佔 40 分） 

 

 

 

http://udn.com/NEWS/WORLD/WOR2/61930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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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連鎖咖啡店星巴克公司換商標 

 

 

全球最大連鎖咖啡店星巴克公司（Starbucks）今年

一月五日公布新的商標設計，拿掉原本商標上的公司

名稱，希望藉此征服新市場。但新設計公布後，立刻

引起消費者在星巴克網站與社群網站上反嗆。  

已用了九年的現有星巴克商標，以綠底白字的      

Starbucks Coffee 字樣環繞黑白兩色的女海妖，但未

來的可回收紙杯上，將只留下女海妖，沒有星巴克字

樣。新商標將從 3月開始使用。  

將公司名稱從商標上拿掉，目的是想打入新市場。星巴克執行長舒茲說：「讓女海妖

從圓圈中解脫，給我們自由與彈性，可以思考咖啡以外的東西。」  

受到經濟衰退打擊的星巴克，已將觸角伸向茶、冰沙、食物等其他產品，並投入競爭

全球最大連鎖咖啡店星巴克公司

（Starbucks）5 日公布新的商標設

計，拿掉原本商標上的公司名稱。

（美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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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烈的雜貨和音樂市場。  

舒茲說：「過去 40 年來女海妖都在，現在我們為她作了一番意義重大的小改變，以

確保星巴克商標繼續擁抱我們的傳統，並在未來繼續保持優勢和成長。」他說，變更

商標意味這是公司關鍵的一年，也代表星巴克歷史的「下一章」。  

然而，不是所有消費者都認同他的看法。新設計公布幾小時後，星巴克網站和      

Facebook 等社群平台上立刻砲聲隆隆。星巴克網站上已累積逾 100 則回應，消費者對

改變的反應兩極，其中許多表示不滿。  

一位自稱星巴克死忠支持者的消費者寫道：「我比較喜歡舊商標，我從 1980 年代以

來就愛喝星巴克。我完全贊成改變…但我對新商標沒有好感。」  

一位粉絲在星巴克的Facebook網頁上寫說：「星巴克公司的人都睡著了嗎？GAP變

更商標的爭議沒讓他們學乖嗎？別改了，現有圖案沒有什麼不好。」美國最大衣服連

鎖商店Gap在 2010 年 10 月曾改變商標，但飽受批評後放棄計畫。也有一些人支持星

巴克的新商標。一位Facebook用戶寫道：「新商標超酷：流線型、摩登、簡單、優雅。

有些人就是比較難接受改變…。」 【資料來源：2011/01/07 經濟日報╱編譯吳國卿／

綜合外電；http://udn.com/NEWS/WORLD/WOR2/6079807.shtml】 

 

試題二：請以經營管理的角度，提出你贊成或反對星巴克更換新商標的理由。       

http://udn.com/NEWS/WORLD/WOR2/6079807.shtml%E3%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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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Nokia and Microsoft announced plans for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day in London, our two companies announced plans for a broa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at combines the 

respective strengths of our companies and builds a new global mobile ecosystem. The partnership increases 

our scale, which will result in significant benefits for consumers, developers, mobile operators and businesses 

around the world. We both are incredibly excited about the journey we are on together. 

While the specific details of the deal are being worked out, here’s a quick summary of what we are working 

towards: 

• Nokia will adopt Windows Phone as its primary smartphone strategy, innovating on top of the platform in 

areas such as imaging, where Nokia is a market leader. 

• Nokia will help drive and define the future of Windows Phone. Nokia will contribute its expertise on 

hardware design, language support, and help bring Windows Phone to a larger range of price points, market 

segments and geographies. 

• Nokia and Microsoft will closely collaborate on development, joint marketing initiatives and a shared 

development roadmap to align on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mobile products. 

• Bing will power Nokia’s search services across Nokia devices and services, giving customers access to 

Bing’s next generation search capabilities. Microsoft adCenter will provide search advertising services on 

Nokia’s line of devices and services. 

• Nokia Maps will be a core part of Microsoft’s mapping services. For example, Maps would be integrated 

with Microsoft’s Bing search engine and adCenter advertising platform to form a unique local search and 

advertising experience. 

• Nokia’s extensive operator billing agreements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consumers to purchase Nokia Windows 

Phone services in countries where credit-card use is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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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development tools will be used to create applications to run on Nokia Windows Phones, allowing 

developers to easily leverage the ecosystem’s global reach.  

• Microsoft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Windows Phone and cloud services so customers 

can do more with their phone, across their work and personal lives.  

• Nokia’s content and application store will be integrated with Microsoft Marketplace for a more compelling 

consumer experience. 

Together, we have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admired brands, including Windows, Office, Bing, Xbox Live, 

NAVTEQ and Nokia. We also have a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takes to build and sustain a mobile 

ecosystem, which includes the entire experience from the device to the software to the applications, services 

and the marketplace.  

Today, the battle is moving from one of mobile devices to one of mobile ecosystems, and our strengths here 

are complementary. Ecosystems thrive when they reach scale, when they are fueled by energy and innovation 

and when they provide benefits and value to each person or company who participates. This is what we are 

creating; this is our vision; this is the work we are driving from this day forward. 

資料來源：

http://conversations.nokia.com/2011/02/11/open-letter-from-ceo-stephen-elop-nokia-and-ceo-steve-ballmer-m

icrosoft/ 

 

試題三：請簡單敘述此則新聞的大意，並對二家公司此一合作的可能結果，提出你的分

析和評論。（20 分） 

 

 

 

 

 

http://conversations.nokia.com/2011/02/11/open-letter-from-ceo-stephen-elop-nokia-and-ceo-steve-ballmer-microsoft/
http://conversations.nokia.com/2011/02/11/open-letter-from-ceo-stephen-elop-nokia-and-ceo-steve-ballmer-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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