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能科技大學 100 學年度碩士班考試試題 

考試所別：經營管理研究所甲組  考試科目一：      管理學     准考證號碼：                 

  

名詞解釋 (共4題，各10分) 

1. 目標管理(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2. 刻板印象(Stereotyping) 

3. 工作說明書(Job Description) 

4. 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 

 

申論題 (共3題，各20分) 

一、Michael E. Porter教授認為企業想在競爭激烈市場中取得優勢，必須考量成本領導(Cost Leadership)、差異化

(Differentiation)及集中化(Focus)等三種競爭策略，請解釋此三種策略的意涵，並搭配企業實例說明之。 

二、請說明企業經理人在工作職場上如何應用麥克里哥(Douglas McGregor)的X理論(Theory X)與Y理論(Theory Y) ，並論

述其假設前提。 

三、權力可來自不同的領域，依據 French and Raven學者所定義五種權力的來源基礎分別為：(1) 強制權力 (2) 獎賞權

力 (3) 法制權力 (4) 專家權力 (5) 參考權力。請分別論述此五種權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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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100 學年度碩士班考試試題 

考試所別：經營管理研究所甲組    考試科目二：  統計學    准考證號碼：                  

 
一、某家電子零件製造商想要測定某種特定種類電池的壽命長度，樣本的壽命時數如下： 

126   111   123   110   117   118   125   122   116   175 
試求樣本平均數(sample mean)、樣本中位數(sample median)、樣本全距(sample range)、樣本變異數(sample variance)和樣本標準差

(sample standard deviation)。(10%) 
 
 
 
 
 
 
 
二、詳細描述中央極限定理(the central limit theorem)；並說明其在統計分析上的應用。(8%) 
 
 
 
 
 
 
 
三、若我們將法律審判當作一種檢定(有罪或無罪)的方法，而虛無假設為被告是清白的。試問 

(1) 選擇小的型 I 誤差機率代表什麼意義？(5%) 

(2) 選擇小的型 II 誤差機率代表什麼意義？(5%) 
(3) 若審判的標準為「絕不冤枉一位好人」，那麼，這種審判可能造成什麼結果？(5%) 

 
 
 
 
 
 
 
 
 
四、兩離散隨機變數 X 和Y 的聯合機率函數為 

30
)() ,( yxcyxf +

= ， =x 0、1、2、3， =y 0、1、2。 

(1)試求常數 c 值。(5%) 
(2)試求 )2 ,2( =≤ YXP 。(5%) 
(3)試求 )1 ,2( ≤> YXP 。(5%) 
(4)試求 )( YXP ≥ 。(5%) 
(5)試求 )4( =+YXP 。(5%) 

 
 
 
 
 
 
 
 
 
 
 
 
 
 

背面尚有試題，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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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論述檢定問題所計算出來「p 值」(p value)的含意。(7%) 

 
 
 
 
 
 
六、四個供應商 A、B、C 和 D 所供應的四批貨品之品質如下表： 

 
  貨品之品質 
  良品件數 可重作品件數 報廢品件數 

A 66 19 5 
B 82 33 5 
C 101 25 14 

供

應

商 D 86 8 6 
 

若依現有的數據，欲從這四個供應商中評選出一家較佳供應商，試提出你的建議，並說明理由。(10%) 
 
 
 
 
 
 
 
七、下表為兩公司僱用技術人員薪資的平均數與中位數： 
 

 A 公司 B 公司 
薪資平均數 27,000 24,500 
薪資中位數 22,000 25,500 

 
假設薪資皆以工作的能力而定，且兩公司全體員工的素質大致相同。 

(1)請問哪一公司對於能力較強的員工給予較優渥的待遇？為什麼？(5%) 
(2)請問哪一家公司給付中程度水準的技術人員較高的薪資？解釋你的答案。(5%) 

 
 
 
 
 
 
 
八、假設某次的統計學試卷分為甲、乙兩種，隨機將學生分為兩組，成績以組別區分，結果如下表所示： 
 

 第一組成績 第一組成績 

學生數 20 30 
平均數 60 50 
標準差 6 2.5 
最大值 70 56 

 

由上表可知雖然第一組的平均成績比第二組的平均成績高，但是分散程度也高於第二組的成績。試問 

(1)試比較這兩組成績的變異係數。(5%) 
(2)如果要頒獎給全班成績最佳者，試問應如何決定。(5%) 
(3)試求全班成績的平均數與標準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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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所別：經營管理研究所甲組  考試科目二：     經濟學      准考證號碼：                 

  
一、單選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請將答案直接填入空格中) 
 
1.(  ) 當交易成本等於零或極小時，無論產權判定給哪一方，都會達成經濟效率謂之為 

(1)李嘉圖等值定理  (2)寇斯定理 (3)  比較利益原則 (4)  賽依法則 
2. (  )如果一商品的供給彈性為無窮大，則當其需求增加時 

(1)價格上漲，交易量增加  (2) 價格不變，交易量增加  (3) 價格下跌，交易量增加  (4) 價格上漲，交易量不變 
3. (  )若一國生產所有產品皆不具絕對優勢, 則 

(1) 該國無法由貿易中獲利 (2)該國在生產某些產品上仍具比較利益  (3) 該國應該進口所有產品 (4) 該國應該採行自給自足 
4. (  )內生成長理論認為影響經濟成長最重要的變數是：  

(1) 人口 (2) 實體資本與土地 (3) 耗竭性資源 (4) 人力資本與技術變動 
5. (  )若政府支出增加 200 億元，引起民間投資減少 200 億元，最有可能是因為  

(1) 凱因斯效果 (2)皮古效果 (3) 貨幣中立性 (4) 排擠效果  
6. (  )在古典學派的觀點中，維持充分就業的主要方法是 

(1) 政府增加貨幣供給 (2) 增加財政支出 (3) 增加儲蓄 (4) 工資及物價能彈性調整  
7. (  )中央銀行為避免物價膨脹，可採行下列哪一種政策?  

(1) 在公開市場買進公債 (2) 增加公共投資 (3) 提高法定存款準備率 (4) 降低重貼現率  
8. (  )導致公共財的市場需求偏低或根本沒有需求，是因為公共財的無排他性足以造成下列何種現象  

(1) 政府失靈 (2) 以腳投票 (3) 搭便車 (4) 外部成本 
9. (  )造成「停滯性通貨膨脹」的原因是：  

(1) 總合需求不斷增加 (2)  總合需求不斷減少 (3)  總合供給不斷增加 (4) 總合供給不斷減少 
10. (  )新古典成長模型之新古典生產函數具有：  

(1) 遞增規模報酬 (2) 遞減規模報酬 (3) 固定規模報酬  (4) 可能是遞增規模報酬，也可能是遞減規模報酬 
11. (  )自然失業率通常包括 

(1) 隱藏性失業與結構性失業   (2) 循環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   (3) 結構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  (4) 循環性失業與結構性失業 
12. (  )假設商品 A 是劣等財，當人們的所得增加且 A 的生產成本上升時，在其他條件不變下，A 市場會有何反應？ 

(1) 均衡價格上升且均衡數量增加。               (2) 均衡價格下降且均衡數量減少 
(3) 均衡數量減少，但均衡價格的變動方向不確定   (4) 均衡價格下降，但均衡數量的變動方向不確定 

13. (  )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1) 當需求很有彈性，且供給相對無彈性時，稅主要是由買者負擔  (2) 當需求很有彈性，且供給相對無彈性時，稅主要是由賣者負擔 
(3) 稅主要是由哪一方負擔，與供需彈性無關                    (4) 以上皆非 

14. (  )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1)獨佔性競爭廠商是價格接受者，獨占廠商是價格決定者 (2) 在完全競爭市場，產品同質，在獨占性競爭市場，產品可能同質也可能異質 
(3)完全競爭廠商短期無供給曲線，獨佔廠商則有         (4) 完全競爭廠商間無價格競爭，獨佔性競爭廠商間則可能出現價格競爭 

15. (  )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1) 獨占廠商的利潤隨其所訂定的價格上升而增加             (2) 完全競爭廠商於長期會有超額生產能量 
(3) 不管是長期還是短期，獨占廠商都不會發生虧損           (4) 當獨占性競爭市場達成長期均衡時，廠商的經濟利潤為零 

16. (  )貨幣中立性是指 
(1)貨幣面變動不會影響任何變數  (2)貨幣面變動不會影響名目變數  (3)貨幣面變動不會影響實質變數  (4) 以上皆是 

17. (  )  為了應付經濟蕭條，中央銀行可以  
(1) 買入政府債券，降低利率 (2)  買入政府債券，提高利率 (3)  賣出政府債券，降低利率 (4)  賣出政府債券，提高利率 

18. (  )若其他條件不變，下列何者會使本國貨幣供給量增加？  
(1)國際收支順差 (2) 全體銀行對企業及個人信用緊縮   (3)國際收支逆差  (4)政府財政赤字餘額減少 

19. (  )交叉彈性之係數為正時表示：  
(1)  某一財貨價格的變化與其本身的需求量變化方向相同  (2)  兩財貨相互獨立 (3) 兩財貨為替代品 (4) 兩財貨為互補品 

20. (  )若對某商品之消費達到邊際效用等於零，下列何者為真  
(1) 消費者剩餘為最大  (2) 消費此商品的總效用達到最大  (3) 消費者剩餘為零 (4) 存在價值矛盾的現象 

 
二、問答題（共 40 分）(請於背面空白處作答，第 1題計算題請列出計算過程) 
 

1. 若某獨占廠商面臨市場需求曲線 5 500P Q= − + ，P 為價格，Q 為產量，又該廠商總成本函數 21 60 10
2

TC Q Q= + + ，試回答下列問題。(12%) 

(1) 在利潤極大化下最適價格及產量為多少?              
(2) 此時生產者剩餘為多少?                            

2. 何謂流動性陷阱 (Liquidity Trap)? 試分別詳細說明當處在流動性陷阱時，採取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各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  (12%)            
3. 試繪圖且詳細說明獨占性競爭廠商於長期出現「超額生產能量」的現象。(8%) 
4. 試個別說明經濟學上節儉的矛盾( Paradox of Thrift )以及投票矛盾(Voting Paradox)的意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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