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碩士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1 頁，共 3 頁 

系 
級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A 組 考試 

時間  120 分鐘 
科 
目 管理學 本科 

總分  100 分 

說明：1. 請依題號順序作答，不必抄題，但須在答案前標明題號。 

2. 請力求字跡工整，避免無法辨認而影響評分。 

3. 請以藍筆或黑筆作答，勿以鉛筆作答。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訂定組織策略方案屬於管理功能中的哪一項？ 
(a) 規劃 (b) 控制 (c) 領導 (d) 組織 

2. 泰勒所提出的科學管理方法最主要的議題在於強調______________。 
(a) 工人的效能 (b) 工人的效率 (c) 工人的出勤與失誤 (d) 工作環境的安全性 

3. 關心員工工作動機與哪一種管理學派有關？ 
(a) 官僚組織學派 (b) 組織行為學派 (c) 科學管理學派 (d) 系統學派 

4. 下列何者為決策程序中接在「問題確認」及「確認決策標準」之後？ 
(a) 決定標準的權重 (b) 分析替選方案 (c) 選擇最佳方案 (d) 執行方案 

5. 當管理者採用「最小利益的極大化」方式做選擇，其心態是屬於？ 
(a) 樂觀的 (b) 悲觀的 (c) 現實的 (d) 滿意的 

6. 「規劃」係定義組織的目標、建立達成目標之整體策略，以及發展全面性的計畫

體系，以________________。 
(a) 調整組織功能的績效    (b) 決定管理者涵蓋的部門 
(c) 整合與協調組織的活動  (d) 確保工作的品質與數量 

7. 規劃包含兩的重要的元素： ___________。 
(a) 目標與決策 (b) 目標與計畫 (c) 計畫與決策 (d) 目標與行動 

8. 描述組織計畫最常用的方法是：廣度、時間跨距、_______與_______。 
(a) 深度與急迫性 (b) 頻繁度與急迫性 (c) 明確度與頻繁度 (d) 深度與明確度 

9. _________係指決定組織長期績效的一套對管理決策與行動。 
(a) 規劃  (b) 目標導向管理  (c) 策略管理  (d) 領導 

10. 在 bcg 矩陣中，「可創造鉅額的現金流量但未來成長前景有限」指的是________。
(a) 金牛  (b) 明星  (c) 落水狗  (d) 問題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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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列何者不是 porter 五力分析中有關產業吸引力的一種力量？ 
(a) 新進入者的威脅  (b) 替代品的威脅  
(c)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d) 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12. 管理者繪製甘特圖以便於進行_____________。 
(a) 預算管理  (b) 標竿管理  (c) 迴歸分析  (d) 活動排程管理 

13. 組織結構的定義是___________。 
(a) 一套管理決策與行動         (b) 組織內有關工作任務的正式安排 
(c) 一套能使工作快速完成的程序 (d) 以上皆是 

14. 下列何種組織結構中，充分授權是最重要的？ 
(a) 官僚組織  (b) 簡單結構  (c) 功能性組織  (d) 團隊結構 

15. 人力資源規劃程序最一開始工作是藉由____________瞭解與評估人力資源現況。

(a) 策略規劃  (b) 人力資源盤點 (c) 產品研發  (d) 顧客需求分析 

16. 利用管理者、員工和同事的回饋來作為衡量依據的員工績效評估方法是_______。
(a) 目標管理  (b) 360 度回饋  (c) 重要事件  (d) 評等尺度法 

17. 「人們在滿足其個人需求前提下，為達成組織目標而願意盡個人最大努力的意

願」係指______。 
(a) 激勵  (b) 領導  (c) 努力管理  (d) 需求辨認 

18. 依據 maslow 需求層級，對歸屬感的需求是屬於______________。 
(a) 生理需求 (b) 安全需求  (c) 社會需求  (d) 尊重需求 

19. herzberg 雙因子理論係基於以下那一個問題所提出？ 
(a) 在工作中的滿意是指什麼？  (b) 誰是我的上司？ 
(c) 我是否會得到公平的報酬？  (d) 人們從工作中希望獲得什麼？ 

20. 下列何項不是愛荷華大學研究的三種領導型態之一？ 
(a) 權變型態  (b) 專制型態 (c) 民主型態  (d) 放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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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論題(每題 20 分，共 60 分) 

1. [引言]繼 Herbert Simon 提出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行為決策模式之後，2002
年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aniel Kahneman 發展行為決策學，Richard Thaler 將之引入

經濟學領域，開創行為經濟學與行為財務學的研究領域。行為經濟學從心理學的觀

點提出展望理論、心理帳戶、捷思誤謬、定錨效應、框架效應、損失趨避等理論。

其亦談到決策時有兩種評價情況所產生的影響：a.比較評價與單獨評價；b.奚氏相親

原則。Dan Ariely 與 Eduardo Andrade 研究更發現情緒會影響人們的決策方式，甚至

在怒氣、焦慮或興奮逐漸消失後，仍然持續作用。由以上可知，非理性決策行為已

成為決策行為研究的主流，而管理者做決策時的理性假設亦受到強烈的質疑。 
[問題]試論述管理者在做決策時可能會到哪些因素影響而做出錯誤決定？管理者會

面對的問題類型與決策有何關聯？如何提昇或改善決策的品質以避免不理性的決策

結果？ 

2. [引言]許多過去認為不可能發生的事，卻一一出現，例如：雷曼兄弟倒閉、冰島宣佈

國家瀕臨破產、日航申請破產，TOYOTA 汽車大規模召回。Peter Drucker 指出「處

在劇烈變動的時代，我們無法駕馭變革，只能設法走在變革之前。」Donald N. Sull
則提出『應變力=靈活力+耐力』的概念。Gary Hamel 與 Liisa Valikangas 卻認為「這

個世界變得如此動盪，公司根本來不及應變」，因此提出策略復原力的想法。而 Joshua 
D. Margolis 與 Paul G. Stolt 認為管理者在企業遭逢危機時，亦必須要有能力迅速而有

建設性地回應，也就是以復原力（resilience）回應逆境。 
[問題]面對現今環境劇烈變動，管理者所需具備的能力為何？管理者是否能採取哪些

措施或方法，來因應、避免或預防產業遭逢劇變對企業所產生的影響？ 

3. [引言]日劇「派遣女王」除了談論日本派遣人力的趨勢外，更大量探討公司與員工間

的親密關係。所謂的派遣員工是自行先至人力派遣公司進行登錄，經由派遣公司仲

介再前往其他企業公司工作的員工，工作期間則視合約內容而定。因此，派遣員工

的法定雇主為人力派遣公司，但直接受工作所在的企業指揮命令。而許多業務單位

(如電話客服中心)為精簡人事，亦多僱用派遣員工。 
[問題]試從早期與現代的激勵理論觀點，論述管理者要如何激勵這類派遣員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