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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測驗題 30％(是非題及選擇題，每題 1.5 分)  

1.在計劃層次體系中，比較具有社會責任的是（1）願景（2）使命 （3）經營理念 
（4）策略 。 

2.目標設定時應選擇的工作項目為 (1)例行性 (2)較具重要性 (3)在現況下即可達成者

（4）極度挑戰性。 

3.部屬的成熟度很高時，主管適合採取哪一種領導方式（1）教導型（2）參與型 
（3）說服型（4）授權型 

4.需要企業內部跨部門合作時所成立的短期性組織，是指（1）事業部組織 
（2）矩陣組織（3）功能性組織（4）虛擬組織。 

5.能劃分主管的領導方式是員工導向（Employee / People - oriented）或工作導向

（Production / Job - oriented）的是哪兩項 
（1）轉換型領導理論 （2）管理方格(managerial grid) 
（3）「最難相處的同事」(LPC)量表測驗（4）特徵/特質理論—Traits Theory。 

6.工作分析得到哪兩種書面資料？（1）工作說明書 （2）工作輪調（3）工作劃分 
（4）工作規範。  

7.Peter Senge 的 第五項修煉是指（1）共同願景（2）自我超越（3）系統思考 
（4）團隊學習。  

8.平衡計分卡的內容包括四個層面中，哪一項屬於落後指標？（1）財務面（2）顧客面

（3）內部企業程序面（4）學習與成長面。     

9.下列哪一項，不屬於 Line 與 Staff 衝突之原因：（1）年齡不同（2）任務不同 
（3）立場不同（4） 地位不同。 

10.溝通的技巧，首重（1）解析 explain （2）討論 discuss（3）傾聽 listen  
（4）評估 evaluate。 

11.Peter F. Drucker 的 8 項企業整體目標中，並不包括非財務性的目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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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據費德勒(Fred Fielder)之情境理論，在一種非常不利的情境下，領導者與其群體成

員間的關係是很差的，工作也模糊不清，領導者的職權也相當小。 

13.主管的權力（power）雖然是由組織正式授予的，但主管真正的權威（authority）來

自部屬對他們衷心服從的意願。 

14.赫茲伯格(Frederick Herzberg)的看法，提高維生因素（hygiene factors）只能減少不滿，

它的激勵效果也比較短暫。 

15. Michael Hammer & James Champy 主張的企業流程改造（BPR），是要求長時間、小

幅度的改善效果。  

16.相較於金字塔組織，扁平式組織具備了信息傳達快速及決策品質較佳的優點。 

17.部屬的工作性質愈簡單一致，主管的控制幅度（span of control）愈大。 

18.公司治理（corporate governance ）的對象只限於董事會成員。 

19.走動式管理(Management by walking about)是屬於直接控制的方式。 

20.預算控制只需對總額，而不必對單項做差異分析。 
 

二、問答題:20％ 

1.實施利潤中心制度時，轉撥價格(transfer price)設定的基礎有哪幾種?(5％)  

請以「產業市場競爭性」與「廠商產能利用」，這兩個變數畫出矩陣圖，並就此一矩

陣圖的四個象限，分別選擇最合適的轉撥價格設定的基礎，並且說明理由。(5％) 

2.傳統的考核經常會出現哪些困擾或問題，以致失去公平性及合理性？（5％） 

績效考核的對象或項目應以”人”(工作能力、態度、知識)為主，還是以”事”(工作績效)

為主？請表達你的意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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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論題 50%  (共兩題申論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1. 請閱讀以下兩則新聞，並從策略管理的觀點，提出你的分析與評論。(25%)

柯達死對頭富士 「三叉策略」勝出 
【經濟日報╱編譯任中原／綜合外電】2012.01.20 03:42 am 

創於 1880 年、以科技領先及行銷創新蜚聲國際的美國柯達公司深陷危機，死對頭日本富士軟片卻

仍然經營良好。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對二者的興衰做了分析。 

柯達 1975 年製造出第一台數位相機，但後來這項科技發展成智慧型手機兼相機，幾乎把柯達的軟

片及相機業務打死。 

柯達營收曾在 1996 年達到近 160 億美元的高峰，但估計 2011 年僅有 62 億美元，而去年第三季是

三年內第九次出現季虧損；1988 年全球員工逾 14.5 萬人，現只剩一成；去年股價重挫近 90%。柯達日

前宣布將業務改組為兩個部門，並控告蘋果及宏達電侵害專利，是 19 日聲請破產重整的前奏。 

反觀老對手富士軟片卻能轉入獲利堅實的新業務，目前市值約 126 億美元，柯達只剩下 2.2 億美

元。何以兩家公司命運如此不同？ 

柯達前執行長馬提森說，他 1979 年便指出市場將由軟片轉入數位化，並在 2010 年全面普及。但

柯達調整太慢，原因之一是公司只想開發完美產品，沒有儘快推出產品再不斷修改的高科技業新概念；

另外，他們認為數千種化學品可用以製藥，卻沒成功。1993 -1999 年柯達的老闆費雪決定讓客戶能夠

把相片傳上網與他人分享，可惜他並未把這個構想轉變成類似臉書的東西。柯達數位相機生意雖然興

隆，但只維持幾年，就被照相手機打垮。 

富士也是在 1980 年代初看出數位攝影時代將至，於是擬出「三叉式策略」：儘可能從軟片業務中

抽出資金，為轉型到數位化做準備，並開發新業務線。富士在會長小森主持下先後在 40 家公司投約

90 億美元，削減成本及職缺；在 18 個月期間提撥逾 33 億美元進行整頓。 

富士多角化經營也比較成功。富士因有 4,000 種與抗氧化有關的化合物，遂推出「艾詩緹」化妝

品，行銷亞洲。富士也為 LCD 的平板螢幕製造光學軟片，其中一種用來擴大 LCD 視角的軟片，市占

率達 100%。 

柯達的作法像極了抗拒改變的傳統日本企業，而富士卻像是一家有彈性的美國公司 

(新聞出處：http://udn.com/NEWS/WORLD/WORS1/6858235.shtml#ixzz1lfc4ecHp) 
 

昔日對手 轉型成功 富士：柯達敗在過度自滿 

2012-01-20 01:17  中國時報 【蔡鵑如／綜合報導】 

柯達申請破產保護，與柯達曾在相機和軟片市場分庭抗禮的日本富士軟片（Fujifilm），不但沒有

在數位海嘯中滅頂，反而提早因應產業變化，以敏銳嗅覺和果斷決策，靠著業務多元化和大膽的結構

重整成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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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不景氣的二○一一年之後，富士市值達一百廿六億美元，是柯達的六十倍有餘。社長古森重隆

曾說，柯達的失敗在於過度自滿，即使危機近在眼前，柯達仍老神在在。 

富士創立於一九三四年，一九四○年代打入光學鏡片和設備市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富士開始朝

多樣化業務發展，進軍醫療、影印、電子顯像與磁性物質領域。一九六二年，富士和美國全錄（Xerox）

共組合資企業「富士全錄」。 

富士的多元化也遠比柯達成功，早在一九八○年代，富士便預期數位時代來臨，率先開發可運用在

相片、醫療及影印的數位技術。進入廿一世紀，隨著數位相機快速普及，傳統軟片市場急遽萎縮，社

長古森意識到不能再侷限於傳統的軟片業務，因而祭出管理改革，達成業務結構大轉型。 

富士能邁向改革之路，最大功臣就是古森。他在二○○○年砸下九十億美元，併購四十家公司，進

行人事瘦身並削減成本。古森在一年半內，以二千五百億日圓展開公司重組，這種先發制人大膽手段，

在日本企業中非常少見。 

(新聞出處：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0398/112012012000130.html) 

 

 

2. 請閱讀以下一篇領導方面的文章，並從領導、控制與組織效能三方面，提

出你自己的評論與看法。(25%) 
 

卓越領導 vs.超級主管  【文／李思萱】 

哈佛商學院在 1970 年代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田野調查研究，在這個調查研究當中，著名的哈佛商學

院學者約翰．科特（John P. Kotter）訪談了一位知名公司的高階主管，這位主管意志力堅強，而且野

心勃勃。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中，他總是能夠展現出超強的組織能力，而且能快速地下決定，可以說是

一位「完美主管」。 

這位「完美主管」，對於自已的一套做事方式，非常有自信，並且要求屬下在呈報事情時，一定

要先想得非常清楚，結果呈現要非常清晰。鉅細靡遺、實事求是的風格，能夠在短期內，產出成果。

因為績效好，這位主管逐漸在組織內展露頭角，短短五年內就晉升這家世界級公司 TOP1 區域績優主

管，掌管年過億元的業績，和超過千人的部門。 

前途飛黃騰達的這位「完美主管」，卻成為哈佛商學院中的經典「失敗主管」的案例，為什麼？

關鍵在於領導力！ 

原來，這位高階主管雖然憑藉著聰明及努力，發展出有效的工作團隊，但是因為他的管理風格，

非常直接，為了追求達到目標，講求速度，常驟下決定。他對於管控的要求非常高，部屬在工作上的

大小細節，他都希望能夠了解。雖然，這對於部屬自我管理有幫助，但是部屬對他嚴厲的要求，也產

生恐懼—多半他們會盡量把事情「做完」，但是不見得會想把事情「做好」。 

對於衝突的管理，只要部屬有錯，他一定義正嚴辭地曉以大義；如此，對於公司的短期業績，的

確有正面的幫助。但是，長期來說，「完美主管」並不受到部屬的歡迎，他所主管的區域流動率很高；

過度仰賴他管理的結果，當他不在工作現場的時候，部屬也不知道如何自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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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都以為，一個好的領導者，要很擅長「管」，也要很會「理」，工作上大大小小的問題，

都應該在其掌握之中。結果，管理了一段時間之後，組織變得越來越僵化，人員越來越只能聽命行事，

不但失去了原有的創造力和應變能力，也使得組織績效受到影響。 

 

(文章摘錄自《管理雜誌》447 期，2011/09/16 

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MAIN_ID=206&f_SUB_ID=1307&f_ART_ID=34228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