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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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降低閱讀的誤差。 

3.中文題兩題，每題各 40 分，共 80 分；英文題一題佔 20 分。 

個案一：「明星球員可能產生的管理問題」 

2012 年 2 月 7 日前，NBA 紐約尼克隊必須做出決定：要留林書豪到季末，或是

趁早釋出。戰績陷入谷底的尼克隊教練丹東尼（D'Antoni）幾乎只留了一次表現機會

給林書豪—在 4 日對籃網隊的比賽中替補上陣。未料，林書豪在此役拿下 25 分、7

助攻，幫尼克隊逆轉了比賽。在接下來一場，丹東尼索性讓林書豪下場比賽先發上陣，

席捲美國的「林來瘋（Linsanity）」就此瘋狂上演。 

然而，在此同時，我們也逐漸聽到與林書豪同隊的其他明星隊友抱怨媒體的鎂光

燈都轉到林書豪身上了…等等。 

 

試題一：請問如果你是 NBA 紐約尼克隊教練，突然手下出現了一位超級明星球員，

除了很高興贏球之外，你可能會面對哪些球隊管理上的情境？請分別說明

對於每一種情境，你會如何因應處理？（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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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零售店多虧損 富士康轉型受挫」 

鴻海集團（富士康）從代工大王轉型之路受挫。大陸媒體報導，富士康零售管道

傳出經營不善，讓老員工返鄉開展的自營管道連鎖店「萬馬奔騰」已倒閉數十家；此

外，B2C 電商網站「飛虎樂購」每日訂單量也僅 700 筆。零售經驗欠缺，讓富士康

的製造業優勢，無法複製在零售市場。  

大陸數字商業時代報導，富士康理想藍圖是打通產業鏈上下游，構建一個集電

商、現代物流及科技服務於一體的新商業帝國。其零售全管道體系包括：萬得城在一

線城市布局、賽博數碼主攻專業 IT 賣場、萬馬奔騰覆蓋三線至六線城鎮、敢創數碼

在大型商場超市借力擴張、飛虎樂購則專注 B2C 電子商務。  

其中，「萬馬奔騰」計畫 2011 年投資 3 億元人民幣，鼓勵富士康老員工返鄉展

店。郭台銘曾發下豪語，2014 年前門市數量將破萬家，然而事實未盡人意，該門市

最多時僅開出 280 家，且皆處於虧損狀態，目前已有幾十家門市陸續關門。去年 10

月，萬馬奔騰還撤掉杭州分公司，由上海總部直接管理。  

「讓老員工返鄉創業」是萬馬奔騰計畫的美意，但這些返鄉開店的老員工明顯缺

乏市場經驗。據離職員工稱，某些老闆對電器連鎖經營一竅不通，銷售管道經營管理，

遠比在工廠內的生產管理複雜，導致多數萬馬奔騰店陷入虧損。  

開通一年的飛虎樂購訂單量也慘不忍睹，每日僅約 700 筆。前員工透露，富士康

雖直接代工 HP、DELL、索尼等電子品牌，但卻無法直接從廠商取得供貨，富士康零

售管道都得從二、三級管道拿貨。也因此，飛虎樂購有 80％的產品比京東商城及當

當網還貴，業績自然不佳。  

富士康、麥德龍各持股 25％和 75％的萬得城電器，原 CEO 湯旺濤經營不到 8

個月就走人，傳是在大陸市場水土不服；富士康也因持股過少，無法實際涉入開店事

宜，更無法藉此學習麥德龍管道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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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追蹤電子製造業的資深分析師稱，鴻海多數客戶在中國已有自己的零售策

略，構建新的銷售管道需要時間，也要求不同於製造業的專業知識。業內人士稱，富

士康在製造業上形成的強大能力與優勢，成為其零售的弱勢。 
 
資料來源：工商時報，2012 年 2 月 15 日，記者佘研寧／綜合報導。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0552/122012021500123.html 

 

試題二：請針對鴻海集團在大陸發展零售通路的策略，提出你的分析與評論。（40 分） 

 

 

 

 

 

 

 

 

 

 

 

 

 



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4 頁，共 4 頁 

系 

級 
ＥＭＢＡ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考試 

時間 
 100 分鐘 

科 

目 
企業個案分析 

本科 

總分 
 100 分 

個案三：「GOOGLE 線上音樂之爭」 

“BREAK Ya Neck” is the title of one of the many ditties to have tripped off the tongue of 
Busta Rhymes over the years. On November 16th the rapper and a number of other well-known 
musicians were on hand to help mark the launch of Google’s new online music service. Although 
the internet giant is not planning to snap any necks, it would dearly like to break the vice-like grip 
that Apple has on the $6.3 billion a year digital-music business thanks to the success of its iTunes 
online store and devices such as the iPod. But doing so will not be easy. 

Google’s decision to launch its own music store is the latest salvo in a wider conflict being 
waged by the titans of the tech world. Like spiders spinning vast webs, Apple, Amazon and 
Google are doing their best to create huge “ecosystems” of tightly linked electronic devices and 
online services that snare consumers and discourage them from switching to rivals’ offerings. 
Digital music has a special place in these systems because of its popularity and because Apple has 
shown that it can be a money-spinner too. 

Hence Google’s determination to take on Apple and Amazon, which is also developing an 
online-music business of its own. Earlier this year, Google launched Music Beta, a service limited 
to the American market that lets consumers upload songs to a digital “locker” on its servers and 
then listen to them on any PC with a web connection or any mobile device using the search firm’s 
Android operating system. This service, which lets people store up to 20,000 songs free in 
Google’s computing “cloud”, will form part of the company’s broader Google Music offering, 
initially limited to America too.  

Another element of this is a new online music store that will be embedded in the Android 
marketplace. This virtual emporium will eventually offer over 13m digital songs that people can 
buy and add to their personal collections held on Google’s servers. 
 
資料來源：Google Music--Battle of the bands, The web giant launches a rival to Apple’s iTunes, The 

Economist, 2011/11/19.（GOOGLE 線上音樂之爭，《經濟學人》） 

試題三：蘋果、亞馬遜和 Google 都極盡各種策略吸引消費者，並使消費者不至轉向

競爭對手的產品與服務。請簡單敘述此則報導的大意，並對 Google 推出

的這一項新策略提出分析與評論。（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