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1 頁，共 2 頁 

系 

級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考試 

時間 
 120 分鐘 

科 

目 
經濟分析與企業個案分析 

本科 

總分 
 100 分 

一、 請閱讀下文，並完成文後題目（25％）。 

  Most global organizations have made significant strides since the 1970s, when it was 
widely believed that “working abroad is working abroad.”  Transferring managers into new 
and different national cultures, without careful thought and proper selection, sets those 
managers up to fail. 
  Most research on the transfer of managers between diverse countries—particularly the 
moving of U.S. executives overseas—indicates a fairly high failure rat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finding that U.S. executives seem to fail at a rate that is considerably higher 
that those of European and Japanese managers transferred to new countries. 
  Why don’t more managers succeed when they are placed in foreign countries?  One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most organizations still select transfer candidates on the basis of 
technical competence alone, ignoring other predictors of success such as language skills, 
flexibility, and family adaptability. 
  A contingency approach to selecting managers for foreign assignments in subsidiaries has 
been proposed, based on the type of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required.  When jobs are 
largely technical, information is objective, and control is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will 
probably do best by selecting technically competent outsiders for relatively short tours to 
foreign subsidiaries.  However, for longer-term assignment in posts where social 
information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organizational norms are more important, long-time 
insiders steeped in the organization’s culture should be more effective both working in the 
subsidiary and communicating what they learn back to headquarters.    (source: 
Stephen Robbins, Management) 
問題： 

1. 請以中文摘要寫出本文的重要內容。（10%） 
2. 根據本文的 contingency approach，台商派至大陸的員工，應該如何安排？請說明

您的作法。（10％） 
3. 就您所知，歐美國家與日本的廠商外派至國外工作的作法，有何不同？（5％） 

 

二、 請看完下文，以完成文後的問題(25％) 

  典型的利豐集團員工猶如配備了降落傘，協助他降落到世界上最偏遠的地方；配戴

利刀，以便披荊斬棘地找尋最廉價的生產商；攜著諾基亞手提電話，與上級、顧客、物

流供應商，及與其他有關人士保持聯繫，以達成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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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聽起來似乎跟社會有點兒脫節，但利豐集團董事總經理馮國綸博士認為，在現今

競爭激烈的商業社會中，這正是生存之道，亦代表了其公司的核心價值：為全球顧客採

購品質最高、價格最低的貨品，並在最短時間內送到顧客手中。  

  利豐是在運作一間實際上存在的全球性的「無煙無形」工廠，操作四十個國家內的

六十七個辦事處，擁有超過五千三百名員工，每年營業額達三百三十億港元（二零零二

年），在管理上依然面對著挑戰。 「利豐」由利氏和馮氏於一九零六年合股經營，根

基雄厚。公司的管理概念是把西方的優良之處與中國傳統哲學相結合。在他眼中，管理

是「人」的問題，西方的管理哲學中有些概念理論上聽來可行，如前通用電器主席 Jack 
Welch 提倡及推行的政策：每年裁去表現排在尾百分之十的員工，以提升員工的生產

力，但對公司的長遠利益來說，作用卻不大。  

  他繼承了父親的觀點：管理是一條雙程道--你照顧員工，員工自會照顧你。同樣重

要的是，人非機器，沒有人可以把工作效率永遠維持在百分之一百的。 雖然利豐是一

所跨國集團，一直致力迎合本地文化及一些如以上所述的核心價值觀，但它仍保留著公

司本身的文化。  

  要管理一間地域上分隔甚遠的公司，關鍵是經常為員工提供優良的培訓，及保持緊

密的聯繫和溝通。團隊合作相當重要，一間擁有五千三百名員工的公司，絕不可能只由

一兩人制定所有決策。  

  他一向信服兄長馮國經的遠見，明白到大多數香港人最終都想當老闆，因此他們把

利豐重組，以迎合這些「企業內的企業家」。公司有一百三十個單位，各自組成盈利中

心，由不同的企業家管理他們善長的範疇，利豐則提供各項基本建設、設施以及其他方

面的支援，如資訊科技、人力資源、行政管理及經濟財務。總括來說，其目的是使他們

「如虎添翼，翱翔天際」。            取材自《與 CEO 對話》 

問題： 
1. 請說明利豐集團如何進行「供應鏈管理」。（15％） 
2. 您認為馮氏家族管理的特色有哪些？(10％) 

 
三、 政府近日倡議與中國大陸洽簽「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請從區域市場整合的角

度，分析自由貿易協定對產業競爭的意義。(25％) 
 
四、 近年來各國為因應氣候變遷導致全球暖化之問題，紛紛採取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之

措施。請分析減碳措施對國際投資與國際貿易之影響。(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