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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或C] 1. 矩陣結構違反了組織設計的哪個重要因素？
(A)指揮統一
(B)控制幅度
(C)指揮鏈

(D)授權

6 [B] 2. 最近有一牙刷廠商推出早上和晚上要分開使用不同牙刷，請問其主要在進行下列何項行銷策略？
(A)市場定位
(B)市場區隔
(C)目標市場
(D)市場整合
9 [D] 3. 即時系統(Just in time)的目標不包括下列何項？
(A)零庫存
(B)零缺點
(C)零浪費

(D)零風險

12 [A] 4. 企業價值鏈(value chain)中的主要活動(primary activities)通常包含下列哪兩種？
(A)生產和行銷管理
(B)研發和資訊管理
(C)人力資源和知識管理
(D)財務和會計
15 [C] 5. 明茲伯格(Mintzberg)的管理者角色分類中，危機處理者(disturbance handler)被歸類為下列哪一
種角色？
(A)人際角色
(B)資訊角色
(C)決策角色
(D)傳播角色
18 [D] 6. 凝聚力過強的團體，會傾向於追求意見一致與社會和諧，而忽略了其他明智的看法，這種現
象稱為下列何者？
(A)團隊最佳解
(B)團隊極化現象
(C)團隊中庸化
(D)團隊盲思
21 [D] 7. 決策模型中，有限理性的決策具有以下何種特色？
(A)蒐集完整資訊
(B)成員間可充分討論
(C)又稱為決策的政治模型
(D)決策者尋求滿意解
24 [C] 8. 組織變革可分為結構、技術與人員變革，以下何者不屬於結構變革？
(A)組織權力重新配置
(B)組織正式化程度改變
(C)新作業方式的引進
(D)組織設計型態改變
1 [A] 9. 組織發展(organization development)是幫助員工達成下列何者？
(A)處理計畫性改變
(B)處理非計畫性改變
(C)避免不喜歡的改變
(D)避免各種型態的改變
4 [A] 10. 差異化(differentiation)策略有別於成本領導(cost leadership)策略的最主要不同在於下列何者？
(A)顧客認知的價值較高
(B)市場訂價較低
(C)品質為可接受
(D)以量制價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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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11. 員工的考核制度如果無法衡量出員工的努力程度，或者員工的工作績效無法跟獎酬制度連結
，員工便會沒有努力工作的動機，這是哪一個激勵理論的觀點？
(A)期望理論
(B)赫茲伯格(Herzberg)的雙因子理論
(C)目標管理理論
(D)公平理論
[B或D] 12. 藍海公司的員工抱怨主管傾向於在其部門內偏愛特定的員工，故公司政策並沒有被公平的執
行，而且那些受偏愛的員工也不會因為違反安全規定而受到懲罰。這些員工在抱怨下列何者？
(A) X理論管理
(B)保健因素
(C)內在因素
(D)公平理論
13 [D] 13. 下列哪一項描述與轉換型領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有關？
(A)領導者依賴職位權力與管理技術來領導員工
(B)能敏於局勢、擇定優先順序與建立制度
(C)領導者會要求員工依照領導者本身價值觀來處理職場工作事宜
(D)與部屬共同建立共享願景與使命感，獲取員工的尊敬與信任來領導
16 [A] 14. 管理者在控制程序中經常使用下列哪一項作為績效標準？
(A)在規劃過程中建立目標
(B)員工意見
(C)業界通用的績效標準
(D)由績效專家發展標準
19 [B] 15. 下列何者不是學者Johnson, Christensen, and Kagermann之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四大重要構面？
(A)顧客價值主張
(B)競爭者分析
(C)獲利模式
(D)關鍵流程
22 [C] 16. 下列何者是指透過增加作業範圍，或作業中所需不同任務的數量，以及這些任務重複的頻率
來擴展作業的水平擴展？
(A)工作豐富化
(B)工作範圍
(C)工作擴大化
(D)作業深度
25 [C] 17. 跨國公司任用當地人擔任管理者是較佳管理方式，因為當地人熟知當地的環境與需求。上述
的全球觀點係為下列何者？
(A) Parochialism
(B) Ethnocentric Attitude
(C) Polycentric Attitude
(D) Geocentric Attitude
2 [D] 18. 根據制度理論(Institutional Theory)觀點，公司進行組織結構與流程調整，以符合社會之價值
與規範，主要係為取得下列何者?
(A)市場規模(Market Share)
(B)公司價值(Corporate Value)
(C)利潤(Profit)
(D)合法或正當性(Legitimacy)
5 [C] 19. 組織為產生新的創意、產品及服務，而積極尋求大學、供應商及消費者等外部關係人參與創
新活動，係指下列何者？
(A)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B)重大式創新(Radical Innovation)
(C)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
(D)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
8 [C] 20. 員工對工作產生不滿意時，其反應的屬性若歸類為被動但具建設性，最可能會採取下列哪一
項反應？
(A)建議
(B)離開
(C)忠誠
(D)漠視
11 [B] 21. 下列哪一類型領導者，其特質是著重於協助部屬成長與發展？
(A)真誠領導者
(B)僕人式領導者
(C)社會化魅力領導者 (D)轉換型領導者
14 [B] 22. 提出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以呼籲企業善盡社會責任並解決社會問題，是下
列哪一位學者？
(A) Milton Friedman (B) Michael E. Porter (C) Robert S. Kaplan (D) Clayton M. Christensen
17 [B] 23. 下列何者非為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的四大主要構面？
(A)財務
(B)供應商
(C)顧客
(D)內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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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B] 24. 某跨國企業在國際經營環境中，係被歸類為全球整合的壓力大，但地方回應的壓力小，此企
業最適合採用下列哪一項策略？
(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B) Global Strategy
(C) Multi-domestic Strategy
(D) Transnational Strategy
23 [C] 25. 某泡麵製造公司原本透過大賣場等通路販賣碗裝泡麵，該公司決定開設直營店面，對消費者
直接販售工廠所製造的商品。此項策略稱為？
(A)多角化
(B)水平整合
(C)向前整合
(D)向後整合
28 [B] 26. 民法中之物權法與土地法二法間之關係為何？
(A)成文法與不成文法關係
(B)普通法與特別法關係
(C)強行法與任意法關係
(D)實體法與程序法關係
31 [A] 27. 法律定有施行期限者，於期限屆滿時，該法律之效力如何？
(A)當然失效
(B)第三日起失效
(C)一個月後失效

(D)由總統公布後失效

34 [A] 28. 因刑法採嚴格罪刑法定原則，下列何種法律解釋方法不適用之？
(A)類推解釋
(B)擴張解釋
(C)當然解釋
(D)反對解釋
37 [B] 29. 依法律之適用原則，非經當事人之請求或檢察官之起訴，法官不得自行審理之原則為何？
(A)一事不再理原則 (B)不告不理原則
(C)告訴乃論原則
(D)不得拒絕審判原則
40 [D] 30. 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但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我國之解決機制為何？
(A)由最高法院解釋 (B)由立法院解釋
(C)由總統命令解釋 (D)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43 [D] 31.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公然侮辱罪
(B)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為竊盜罪
(C)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為重利罪
(D)為他人處理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利益，或損害本人之利益，而為違背其任務
之行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利益者，為背信罪
46 [B] 32. 人的權利能力始於出生終於死亡，因此胎兒對於其父親之遺產如何繼承？
(A)無繼承權
(B)以將來非死產為限，視為已出生而繼承
(C)至少得繼承遺產四分之一
(D)至多只能繼承遺產之三分之一
49 [B] 33. 依勞動基準法之規定，勞工接到雇主終止勞動契約之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
外出且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但每星期之請假時數不得超過幾日之工作時間？
(A) 1日
(B) 2日
(C) 3日
(D) 4日
26 [A] 34. 法律就某一特定事實之存在，賦予其原則性之法律效果，若有反證即可推翻之。稱為？
(A)推定
(B)擬制
(C)準用
(D)類推
29 [B] 35. 下列何者有法律漏洞時，不得以類推適用之方式補充之？
(A)民法
(B)刑法
(C)公司法
32 [D] 36. 下列法令，何者位階最高？
(A)國立大學合併推動辦法
(C)戶籍法施行細則

(D)票據法

(B)立法院議事規則
(D)國家風景區管理處組織通則

35 [B] 37. 甲擅自在乙所有之土地上種植果樹，該果樹所有權屬於誰？
(A)甲
(B)乙
(C)甲乙公同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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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甲乙分別共有

【請翻頁繼續作答】

38 [D] 38. 關於結婚之要件，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結婚，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
(B)男未滿十八歲，女未滿十七歲者，不得結婚
(C)監護人與受監護人，於監護關係存續中，縱使經受監護人之父母同意，亦不得結婚
(D)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不相同者，不得結婚
41 [C] 39. 甲夫乙妻有二子，一家人與甲男之老父母同住。今甲死亡，乙對其遺產的應繼分為何？
(A)百分之百
(B)二分之一
(C)三分之一
(D)五分之一
44 [C] 40. 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下列有關定型化契約之敘述，何者有誤？
(A)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立定型化契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理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
款內容
(B)定型化契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利於消費者之解釋
(C) 定型化契約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化契約中，而依正常情形顯為消費者所得預見者，該條款
仍不構成契約之內容
(D)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契約者，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
47 [B] 41. 依勞動基準法第50條之規定，女工分娩前後，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幾星期？
(A) 4星期
(B) 8星期
(C) 12星期
(D) 16星期
50 [C] 42.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10條之規定，在特定情形時，公務機關得拒絕將其蒐集之個人資料，供
當事人查詢、閱覽或製給複製本。下列何者不屬於該特定情形？
(A)妨害國家安全
(B)妨害公務機關執行法定職務
(C)妨害非公務機關執行業務
(D)妨害第三人之重大利益
27 [A] 43. 依據我國民法之規定，法律行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原則上其效力為何？
(A)無效
(B)得撤銷
(C)不得成立
(D)效力未定
30 [C] 44. 下列何者屬於不成文法源？
(A)台中市自治條例 (B)國際條約

(C)最高法院判例

(D)個人資料保護法

33 [B] 45. 依我國憲法之規定，下列哪一機關為我國最高之立法機關？
(A)司法院
(B)立法院
(C)監察院

(D)行政院

36 [C] 46. 一般通常認為最優先之法律解釋方法為何？
(A)論理解釋
(B)歷史解釋
(C)文義解釋

(D)目的解釋

39 [D] 47. 有受領權之人認領遺失物時，拾得人得請求報酬。但不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幾分之幾？
(A)二分之一
(B)四分之一
(C)八分之一
(D)十分之一
42 [B] 48. 下列何者非刑法上明定之科刑輕重審酌標準？
(A)犯罪後之態度
(B)犯罪行為人之身分地位
(C)犯罪行為人之品行
(D)犯罪行為人之生活狀況
45 [D] 49. 刑法的制裁不包括下列何者？
(A)無期徒刑
(B)罰金

(C)褫奪公權

(D)怠金

48 [D] 50. 下列何者非民法上所稱之人格權？
(A)隱私權
(B)健康權

(C)自由權

(D)抗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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