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九十七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1 頁，共 5 頁 

系 

級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考試 

時間 
 90 分鐘 

科 

目 
企業個案分析 

本科 

總分 
 100 分 

說明： 

1. 個案分析題，共三題。每題各有一個問題，請針對問題作答。 

2. 中文題兩題（每題 40%，共占 80%）；英文題一題（占 20%）。 

3. 答題力求工整、清楚；採中、英文作答皆可。 

分析個案一：「印度塔塔 買下 Jaguar、Land Rover」 

 

印度塔塔集團（Tata Group）2008 年 3 月 26 日正式宣布以 26.5 億美元買下福特汽車公司旗下

兩大豪華汽車品牌 Jaguar 和 Land Rover，展現打造汽車王國的雄心壯志。  

塔塔以製造平價車聞名，元月推出全球最低價的汽車 Nano，售價只要 2,500 美元。但塔塔也進軍

高級車市場，本月推出名為 Sumo Grande 的豪華休旅車，售價 1.87 萬美元。  

福特在 1999 年買下 Jaguar，2000 年又從德國 BMW 買下 Land Rover，這兩個品牌不到十年再

度易主。購買 Jaguar 和 Rover 是塔塔全球擴張策略的一環。12 年前，很多人認為，這個印度最大

且歷史最悠久的集團，只是個膨風巨人，終將走向衰亡。但如今塔塔儼然成為 21 世紀的強權，專注

於鋼鐵、汽車等核心事業，而且不放過任何擴張與賺錢的機會，包括配合印度經濟轉型而進軍非常

有利可圖的外包產業。  

近年來，塔塔積極進行併購，包括英國 Tetley Tea、波士頓麗嘉酒店（Ritz Carlton）在內，使旗

下涵蓋 98 家企業的塔塔集團，屢屢成為全球注目焦點。一年前，塔塔以 130 億美元買下英國鋼鐵

巨擘科勒斯集團（Corus），躋身世界第六大鋼鐵業者。  

70 歲的塔塔集團董事長塔塔（Ratan Tata）說：「我們的想法比實際作為更遠大。我們充滿雄心，

未來會更積極進取。」他強調，全球化策略只會愈搞愈大，「我們才正要起步」。經濟不景氣加上 2
002 年印度與巴基斯坦的緊張加劇，市況更加惡化，迫使塔塔放眼海外。集團控股公司 Tata Sons
的執行董事戈帕拉克里希南回憶說，董事長在五年前的公司年度會議上「激勵我們將全世界當成市

場」。  

此後，塔塔展開連串海外併購，近 30 樁海外併購案協助集團的國際營收增至四倍，達到 110 億美

元，去年並占集團總銷售的三分之一以上。在 2007 年 3 月底止的五年間，塔塔集團的年度銷售成

長一倍，增至 290 億美元（不包括科勒斯 2006 年 190 億美元的銷售），旗下 27 家上市公司的總

市值增至六倍，高達 780 億美元。資料來源：（經濟日報 2008/03/26http://udn.com/NEWS/FINANCE/FIN5/42

73647.shtml） 

試題一：請針對印度塔塔集團（Tata Group）的全球化策略，提出你的分析與評論。（40 分）

 

http://udn.com/NEWS/FINANCE/FIN5/4273647.shtml
http://udn.com/NEWS/FINANCE/FIN5/42736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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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個案二：「法藍瓷展開東西方陶瓷世界競賽」 

  

法藍瓷 2001 年在美國成立，2002 年 6 月份正式營運，同年參加 2002 年紐約禮品展被評選為「最

佳收藏品獎」，成立 7 年來得獎不斷。去年並與北京故宮合作，由法藍瓷設計，法國三家大廠代工，

中法合作「福海騰達」系列作品，獲得法國摩日國家陶瓷博物館、北京故宮典藏，法藍瓷正式由功能

性躍升其藝術設計收藏性。  

法藍瓷是台灣新興陶瓷品牌，成立才 7 年，一開始就直接挑戰成立 200 餘年的全球精品陶瓷品牌，

展開東西方陶瓷世界競賽。  

法藍瓷總裁陳立恆說：「想做華人的品牌已經很久了。」以往，在禮品代工行業幫別人代工近 30 年，

明明就是我們做的產品，但是價格就是不一樣，別人賺的永遠比自己多了好幾倍，那時，大陸代工市

場興起，為了找尋藍海，一直認為有品牌、有通路才是活路。陳立恆憑著過去的代工經驗，及現成的

設計團隊，開始帶著幹部到兩岸重要的陶瓷重鎮考察，發現在大陸逐漸沒落的陶瓷市場，卻有一群難

得的資深陶藝師、彩繪師，他們在得知陳立恆想自創品牌，紛紛願意投效，使得法藍瓷「台灣設計、

大陸製造、行銷全球」架構成形。  

這時，陳立恆更有信心走向品牌，但又擔心市場接受度，因此，在芝加哥禮品店先試試水溫，看看自

己的產品市場反映如何，結果，反應很不錯，因此，陳立恆決定 2001 年在美成立法藍瓷 (FRANZ)，
2002 年 6 月份正式營運。  

決定推出自有品牌之後，第一選擇就是直接打國際市場，因為國際市場大，只要獲得國際認同，回頭

打國內市場就容易得多。但是第一個面對的就是如何與 1755 年成立，有「今之骨董」之稱的皇家

哥本哈根瓷器（Royal Copenhagen）競爭？或是與 1759 年成立獲得英國皇家選用的 Wedgwoo
d 挑戰？  

陳立恆說，談品牌，先談市場，生活需要什麼? 市場導向、產品導向就在那裡，簡言之，法藍瓷品

牌哲學是：「研究人性，訴諸理性，創造感性」。在過去代工經驗下，陳立恆說，我們非常了解市場

需求，鎖定 25 至 65 歲雅痞族、掌握經濟權、自立更生女性為主，定位為「有功能的藝術品」，產

品特色就是以色彩、造型跳脫傳統，東西皆宜。」  

從禮品代工到自有品牌精品瓷器，法藍瓷以年年參加全球國際競賽，不花大錢打響知名度的行銷手

法，一邊運用國際化的通路策略，找到對的人及通路的策略，快速滲透全球，使得法藍瓷由 2002
年的 10-20 個點，火速擴大到今年全球共 5000 個點，滲透全球高級水晶禮品專賣店，以及全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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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百貨公司，與全球頂級陶瓷精品 Meissen、Wedgwood、Royal Copenhagen 比鄰而居。  

法藍瓷用參展競賽打響知名度，法藍瓷總裁特助陳玉瑛表示，2001 年自創品牌 FRANZ，我們實在

沒有多餘的經費做廣告及宣傳，因此，我們運用了參加國際性展覽的方式，因為參加展覽的廠商都是

業界一時之選，我們用此一方式介紹自己，2002 年的紐約禮品展中，專業買家從 2 萬件參展作品中

票選為「年度最佳收藏品獎」；2004 年又被英國水晶陶瓷專賣零售店票選為第一名產品，打破由歐

洲名窯獨領風騷。 

陳玉瑛補充，法藍瓷的通路策略，是找到對的人，以美國為例，在原據點找到當地人做銷售副總，再

由銷售副總找到代銷公司，就這樣由一家代銷公司，銷售 10-20 個點，很快變成二家、五家，現在

計有 15-16 家代銷公司，而每家代銷公司負責數個州的銷售點，銷售點由 10-20 家，到今年擴至突

破 100 家，部份更達 200 個家，就這樣，通路就散開來，打入美國市場，現在法藍瓷在美國計有 2
800 個點。  

在百年千年陶瓷精品重鎮-歐洲市場，法藍瓷則採代理制。以歐洲義大利最有名的代理公司-Messul
am 為例，這家只代理全球陶瓷的精品品牌公司產品，如 Wedgwood、Royal Copenhagen 等頂

級品牌，那一年， Messulam 公司的負責人在秀展中看見了法藍瓷的產品，這位負責人說，法藍瓷

產品色彩鮮豔、造型特殊，有別於百年級精品陶瓷一致性與沒有變化，法藍瓷也想打入歐洲市場，雙

方洽談甚歡，Messulam 決定代理銷售法藍瓷的產品，法藍瓷品牌因而打入歐洲頂級陶瓷禮品市場。

結果，銷售情況大好，Messulam 過去 15 年才擴增 250 家店，但是代理銷售法藍瓷產品之後，一

年內半即擴至 450 家店，是其過去 15 年的近一倍。現在，法藍瓷在歐洲市場已擴至 1800 個點。  

現在法藍瓷在美、歐、亞洲共計 5000 餘個點，並進駐包括倫敦哈洛德百貨、美國的Neiman Mar
cus、  Marshall fields、澳洲的David Jones、以及香港的Lane Crawford等高級百貨公司及頂

級精品店。   （資料來源：聯合晚報，2008/02/04，http://udn.com/NEWS/FINANCE/FINS1/4208921.shtml＆http://

udn.com/NEWS/FINANCE/FINS1/4208928.shtml） 

 

試題二：請針對法藍瓷公司自創品牌的模式，提出你的分析與評論。（40 分） 

 

 

 

 

http://udn.com/NEWS/FINANCE/FINS1/4208921.shtml
http://udn.com/NEWS/FINANCE/FINS1/4208928.shtml
http://udn.com/NEWS/FINANCE/FINS1/4208928.shtml


東吳大學九十七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4 頁，共 5 頁 

系 

級 
EMBA 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考試 

時間 
 90 分鐘 

科 

目 
企業個案分析 

本科 

總分 
 100 分 

 

分析個案三：Microsoft Sets Deadline for Yahoo to Make Deal  

Microsoft warned the board of Yahoo on Saturday that if a merger agreement was not 
completed in the next three weeks, Microsoft would make its offer directly to Yahoo 
shareholders, probably at a lower price. 

The warning was made by Microsoft’s chief executive, Steven A. Ballmer, in a letter 
sent by e-mail. It expressed dismay at Yahoo’s refusal to enter into formal negotiations
over Microsoft’s Jan. 31 takeover bid and warned that without an agreement by the 
deadline,  
 
Microsoft would seek to oust （趕走）Yahoo’s board. 

“If we have not concluded an agreement within the next three weeks, we will be 
compelled to take our case directly to your shareholders, including the initiation of a 
proxy contest to elect an alternative slate（提名名單） of directors for the Yahoo 

board,” Mr. Ballmer wrote. “If we are forced to take an offer directly to your 
shareholders, that action will have an undesirable impact on the value of your company
from our perspective, which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terms of our proposal.” 

Yahoo declined to comment.  

Microsoft’s offer, in cash and stock, was initially valued at $44.6 billion, or $31 a share.
After a decline in Microsoft’s shares, it is now worth about $42 billion. 

Yahoo’s board formally rejected Microsoft’s offer, saying it “substantially undervalues” 
Yahoo. Microsoft described the offer, at a 62 percent premium over Yahoo’s closing 
price on Jan. 31, as generous and has been steadfast in its refusal to raise it.  

Mr. Ballmer also noted that in the two months since the company made its offer, the 
overall stock market has deteriorated and Yahoo’s business has appeared to weaken. 

“By any fair measure, the large premium we offered in January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today,” Mr. Ballmer wrote. “We believe that the majority of your shareholders share 
this assessment, even after reviewing your public disclosures relating to your future 

http://topics.nytimes.com/top/news/business/companies/microsoft_corporation/index.html?inline=nyt-org
http://topics.nytimes.com/top/news/business/companies/yahoo_inc/index.html?inline=nyt-org
http://www.nytimes.com/2008/04/06/technology/06soft.html?_r=1&ref=business&oref=slogin#secondParagraph
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people/b/steven_a_ballmer/index.html?inline=nyt-per
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people/b/steven_a_ballmer/index.html?inline=nyt-per
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people/b/steven_a_ballmer/index.html?inline=nyt-per
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people/b/steven_a_ballmer/index.html?inline=nyt-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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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s.” 

Mr. Ballmer acknowledged that Yahoo has been exploring alternatives to Microsoft’s 
offer. In recent months, Yahoo has discussed possible partnerships or combinations 
with Google, AOL and the News Corporation in attempts to fend off Microsoft. Some of 
those conversations are continuing,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But Mr. Ballmer said that Microsoft’s offer was the “only alternative put forward that 
offers your shareholders full and fair value for their shares, gives every shareholder a 
vote on the future of the company, and enhances choice for content creators, 
advertisers and consumers.”（資料來源：By MIGUEL HELFT  Published: April 6,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4/06/technology/06soft.html?_r=1&ref=business&oref=slogin） 

 

試題三：如果你是雅虎（Yahoo）公司的 CEO，你會接受微軟的購併提議？請詳細說明

你接受或不接受的理由。（20 分） 

 

                           ~ 結束 ~ 

 

 

 

 

 

 

 

 

http://topics.nytimes.com/top/news/business/companies/google_inc/index.html?inline=nyt-org
http://topics.nytimes.com/top/news/business/companies/aol/index.html?inline=nyt-org
http://www.nytimes.com/mem/MWredirect.html?MW=http://custom.marketwatch.com/custom/nyt-com/html-companyprofile.asp&symb=NWS
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people/h/miguel_helft/index.html?inline=nyt-per
http://www.nytimes.com/2008/04/06/technology/06soft.html?_r=1&ref=business&oref=slog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