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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說明： 

1. 共有三個個案，每個個案後面各附一個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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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中、英文作答皆可。答題書寫力求工整、清楚，以降低閱卷的誤差。 

個案一：「豐田挽形象 多管齊下」 

 在公開場合，豐田播放向消費者道歉的電視廣告，矢言贏回顧客的信任。私底下，該

公司想盡辦法打聽國會調查，甚至試圖操控調查。  

這是全球最大車廠卯足全力挽回這塊金字招牌的部分計畫。面臨美國國會和政府調查的

豐田，正力圖藉由律師和說客保住聲譽。這項策略包括左右國會聽證，而且師法曾有過

類似消費者和政治危機的公司的經驗。  

對豐田展開調查的美國眾院小組主席史都佩克說，豐田代表到他辦公室打聽，「他們在

探口風，想知道我們會問什麼，聽證會朝那個方向發展」。  

去年花 400 多萬美元遊說的豐田，拒絕討論細節，只承認加聘說客、律師和公關專家，

「以和官員及議員合作，好讓召回行動成功」。  

豐田為了油門故障暴衝問題和聯邦官員進行談判時，其北美子公司於去年向民主黨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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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捐款 5 萬 400 美元，向共和黨州長協會捐款 5 萬美元。  

預期豐田將轉向理所當然的盟友：設有豐田車廠或辦公室的各州國會議員，包括德州、

密蘇里、印第安納、密西西比、阿拉巴馬、肯塔基和西維吉尼亞州。共和黨被視為最有

可能支持員工不屬於工會的豐田公司。  

豐田鼓勵經銷商連絡當地的國會議員，在 1200 個經銷商中，約 60 個打算本周前往華府，

他們想傳達的信息是：豐田在美國雇用 3 萬 4000 人，在經銷商和零件商另外提供 16

萬 4000 個工作。該公司也把來自全國各地的 23 名員工送到國會與議員幕僚見面，強調

製造零件和汽車的工人都注重品質。  

從事企業損害控制的專業人員說，豐田目前的最佳策略是提出道歉、保持公開、說明修

理細節，再加上國會議員幫一些忙。最近幾天，美國電視觀眾都看到宣揚豐田注重安全

和顧客利益的廣告。  

豐田公司社長豐田章男則在「華盛頓郵報」刊登的投書中表示，過去幾周的風波顯示公

司辜負了消費者的信任與期待，他願意承擔責任並努力重建公司形象。 （資料來源：聯

合晚報╱國際新聞組/ 2010/02/10  http://udn.com/NEWS/WORLD/WOR1/5419478.shtml） 

 

 

試題一：請針對豐田汽車公司為挽回企業形象所採取的種種措施，提出你的分析與評

論。（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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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Google 轉硬 不配合中國審查制 

   Google 對於中國網路審查態度再趨強硬。該公司高層 3 月 2日在美國國會舉行的聽

證會中強調，將不再配合中方的要求，「堅決」的停止自我審查在中國網頁的搜索結果，

決定徹底改變先前在中國執行的網路審查制度。美國國會議員表示，將推動立法，要求

這些網路科技業者保障網路自由。  

     華爾街日報報導，Google 副總法律顧問黃安娜（Nicole Wong）本月 2 日在出席

美國國會聽證會時表示，Google 正在和中國政府進行對話，並就去年 12 月份 Google

受駭客攻擊事件提供新的資訊細節。黃安娜說，Google 不再審查中國網頁搜索內容，

目前正在考慮「將何去何從」；言下之意大有不惜撤出中國市場的意味。  

     這場由美國參議院司法委員會「人權與法律小組委員會」舉行的聽證會，主要討

論全球網路自由與法治。出席人士還包含美國助理國務卿波斯納（Michael Posner）、

商務部官員魏茨納（Daniel Weitzner）等。  

     黃安娜在聽證會上指出，包含網路、金融、科技、媒體等領域的 20 幾家大型公

司，都是去年 12 月受到網路攻擊的對象，Google 也在另外一項調查發現，有第 3方「經

常性地侵入」美國、中國和歐洲人權人士的 Gmail 電子郵件帳號。  

     黃安娜表示，關於停止審查敏感資訊，目前還沒有特定的時間表。Google 在處

理他國政府要求審查時有三項原則：維持網路資訊的最大化、告訴網路用戶哪些資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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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求刪除，以及保護用戶的隱私與安全。  

     據美國之音報導，黃安娜於聽證會後向媒體表示，Google 目前的優先目標是不

再對搜索結果進行審查，這對 Google 在中國的整體營運會有什麼影響，目前還不得而

知。  

     美國參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杜賓（Dick Durbin）在聽證會上表示，他將會推動

立法，強制要求美國公司尊重網路資訊自由，要求網路業者採取合理方式保護人權，否

則業者將可能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  

     杜賓說，「它們（美國企業）必須知道，如果在海外營運時不堅持基本的價值觀，

將要付出代價。」  

     美國佛州參議員萊希（Patrick Leahy）表示，美國必須正面迎戰這種對言論自

由的嚴重挑戰。助理國務卿波斯納認為，真正重要的是，各界都應該法幫助這些公司行

動起來、承擔責任。 

 (資料來源：2010-03-04 工商時報 記者潘維庭

http://news.chinatimes.com/CMoney/News/News-Page-content/0,4993,11050704+122010030400276,00.
html) 

 

試題二：請針對 Google 對於中國網路審查態度再趨強硬，提出你的深入分析與評論。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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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Apple sues HTC over phone patents 

Apple has taken legal action against phone maker HTC, alleging it has infringed patented technology. 

HTC has been accused of infringing 20 patents owned by Apple that are used in the iPhone.  

Apple said the patent infringements covered technology used in the iPhone interface as well as its "underlying 
hardware and architecture."  

HTC makes phones for many firms including Google and was behind the Nexus One handset.  

In a statement Apple boss Steve Jobs said: "We can sit by and watch competitors steal our patented 
inventions, or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We've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he said. "We think competition is healthy, but competitors should 
create their own original technology, not steal ours."  

In its legal filing, Apple is seeking a lasting injunction which would effectively bar HTC from selling phones 
that use the disputed technology in the US.  

The legal action has been filed with th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and a district court in Delaware. 

In its response to the legal action, HTC said it had only just learned about Apple's legal action and has not had 
the chance to investigate the filing.  

"Until we have had this opportunity, we are unable to comment on the validity of the claims being made 
against HTC," it said in a statement.  

In addition to making the Nexus One, the first handset to be branded by Google, HTC has also made several 
handsets that use Google's Android operating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Apple is locked in legal action with Nokia. The Finnish phone giant sued Apple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in October 2009, alleging it had stolen patented technology.  

In response, Apple countersued in December 2009. Nokia launched a second round of legal action in the 
closing days of 2009.                     （資料來源：2010/03/02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go/pr/fr/-/2/hi/technology/8545976.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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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三：請簡單敘述此則新聞的大意，並對 Apple 公司控告宏達電公司的作法提出你的

分析和評論。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