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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組別 

[三年級]電子系、化工系、土木系、材料系、通訊系、應
數系資訊科學組、應數系財務分析組、數媒系、影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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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日期 103/1/12 

考試科目 英文 頁碼/總頁數 1/4 
※此為試題卷，請將答案填寫在答案卷內，未寫於答案卷內者，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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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別：*表示有大學部及進修部之學系。 

考生注意：試題須隨答案卷繳交              1/4 

I. DIRECTIONS: Read the text. Then choose the best answer. (題號1~5題，每題4分，共20分) 

The Navajo 
The Navajo live in Arizona, Utah, and New Mexico. These are states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about 200,000 Navajo. This tribe is the largest 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in 
one tribe all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and have the same traditions.) 

The Navajo live in the desert near the Hopi. Some of them have farms, but farming is difficult. The 
winters are cold, and the summers are hot. 

The first Navajo came from Alaska and Canada around a thousand years ago.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y got sheep from the Spanish. They still raise sheep, and they make beautiful rugs from the sheep's wool. 

Some Navajo live in traditional round hogans. They make their hogans from dirt and wood. Other 
Navajo live in modern houses. They have pickup trucks, radios, and televisions. 

Navajo children attend school and learn English and their own language. They also learn their traditional 
stories and music. Navajo are like Hopi. They live both a traditional and a modern life. 

1. The Navajo live in ____. 
(A) New Mexico   (B) Utah 
(C) Arizona (D) (A), (B), and (C) 

2. They live in the ____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 southern (B) western 
(C) southwestern (D) southeastern 

3. A tribe is ____. 
(A) a place in the U.S. (B) a group of people 
(C) Native American (D) a house 

4. The Navajo live in ____. 
(A) the desert (B) the tropics 
(C) cities (D) caves 

5. Navajo got sheep from ____. 
(A) Canada (B) Alaska 
(C) the Spanish (D) the Ho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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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DIRECTIONS: Read the text.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題號1~10題，每題4分，共40分) 

(I) Music 
Folk music is a kind of popular music. It comes from the people of any country. Folk singers sing songs 

from centuries ago, and they also write songs. They want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bout new things in the 
world today. 

The word "folk" means "people." Folk songs tell stories about people. For example, the songs tell about 
their jobs and work, their friends, and their lives. They also express ideas such as love and war. The words in 
the song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usi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folk music became very popular during the 1960s. Fans listened to folk 
singers perform at concerts. The singer told stories, sang, and played the guitar. Fans listened to the music 
and often sang along with the performer. Some of the folk singers during this time were the Kingston Trio; 
Peter, Paul and Mary; Pete Seeger; and the Weavers. 

Later, people began to play this kind of music themselves at schools, at parties, and at home alone. 
Today fans can still hear folk music at concerts. They can also buy compact discs and cassettes by new folk 
performers. They can listen to folk music on the radio. 
 
Write T if the sentence is true and F if it is false. 

1. Folk music ca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2. Folk music became popular during the 1950s. 

3. Today, people can buy cassettes and compact discs by folk singers. 

4. The words are not important in folk music. 

5. Fans could sing along with a performer at a con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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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Captain Cook 
Captain James Cook was a famous English explorer. He was the first European to visit many Pacific 

islands. He put these islands on maps around the world. 
James Cook was born in 1728. His parents were poor farm workers. James started to work on ships as a 

sailor when he was eighteen. When he was twenty-seven, he went into the navy. He fought a war in Canada 
and made maps of some of the eastern coast there. 

In 1768, the King of England sent him to explore the Pacific Ocean. Cook spent three years on that trip. 
He went to the Pacific again in 1772 and made maps of the coasts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He also 
mad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English colonies. 

 He began his third trip in 1776. This time he went to the North Pacific and made maps of the west 
coast of North America. When he finished making maps there, he went to Hawaii. Then the sailors and the 
Hawaiians started fighting and some Hawaiians killed Captain Cook. 

Captain Cook took gifts to the Pacific Islanders. He gave them cattle, sheep, goats, and new plants. He 
was also a very good leader of his men. When Captain Cook died, the world lost one of the greatest 
explorers in history. 

 
Write T if the sentence is true and F if it is false. 
6. Captain Cook was born in Canada. 
7. He took plants to the Pacific islands. 
8. He made three trips to the Pacific. 
9. He made maps of parts of the east and west coasts of North America. 
10. Captain Cook was killed in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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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DIRECTIONS: (題號1~5題，每題4分，共20分) 

(I) Choose a word from the list below to complete each sentence. 

however jazz slaves popular 

holidays instruments century while 

performers compact discs dangerous either 

1. Please sit down ___________________ you wait for the doctor to see you. 

2.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___________________ music in the world today. 
 

(II) Choose a word from the list below to complete each sentence. 

leader jewelry heavier equipment 

greatest used to environments over 

injured electricity silver teams 

3. An orange is ___________________ than a date. 

4. Marconi was one of the ___________________ inventors. He invented the radio. 

5. Peter got ______________ in a car accident.  
 

IV. DIRECTIONS: Write the past tense of each verb in the blank. (題號1~5題，每題4分，共20分) 

1. meet ___________________ 

2. drive ___________________ 

3. teach ___________________ 

4. suggest __________________ 

5. instruct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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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非題 (A 題型，每題 2 分，總共 10 題，共計 20 分，請以 o 為對或 x 為錯之標記作答於答案卷上，

並標明各題題號) : 

(1)  科學管理學派雖然強調以系統化的觀察與實驗結果設計工作方式，並強調仍然要以經驗法則為主

設計工作。 

(2)  溝通過程中「非言語溝通 non-verbal communication」比起「言語溝通」更容易產生溝通的障礙，

因為「非言語溝通」包括肢體語言、說話的語調、說話的姿勢、圖表、影像、圖畫等。 

(3)  權變理論認為，組織會受到外界的環境影響，管理者應隨著所面臨的環境而調整管理活動。 

(4)  首次大型的科學管理學派實驗發生美國西方電子公司霍桑工廠的實驗，此研究發現，當工廠的照

明燈光設備越亮時，員工的工作績效越高。 

(5)  效率(efficiency)與效果(effectiveness)皆是管理者最終追求的績效之ㄧ， 高效率的組織必定產生高

效果，因為效率著重於手段，並將帶動獲得效果目的的達成。 

(6)  麥葛瑞格(McGregor)所提出的 X 理論假設員工沒有企圖心，不喜歡工作，善於逃避責任。 

(7)  「例行性決策 programmed decision」是指對經常出現的問題所進行的決策，決策的時機和內容均

有規則可循，通常影響深遠且重大，可以編入公司條文，以簡化組織作業。 

(8)  消費者是企業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企業應該維護的消費者基本權益，包括：安全、溝通、享受、

選擇、尊重等。 

(9)  近年來，企業在進行品質管理時，流行以「六標準差（6σ）」作為品質目標，此 6σ是要求產品的

不良率或製造過程中的錯誤率不能超過十萬分之 3.4。 

(10) 轉換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理論將領導界定為「一人或多人在與他人的互動中，領導者

與部屬都將彼此提昇至動機與道德的高度水平中」。 

二、 單選題 (B 題型，每題 2 分, 總共 30 題，共計 60 分，請清楚寫明答案於答案卷，並標明各題題號) 

(1)  管理的四大功能是  
(A)策略、用人、領導、控制                 (B)規劃、用人、領導、品管  
(C)策略、組織、激勵、品管                 (D)規劃、組織、領導、控制。 

(2)  在公司的新工廠的開幕式剪彩的一位管理者，正扮演組織哪個角色?  
(A)聯絡人         (B)監視者             (C)資源分配者          (D)頭臉人物。 

(3)  根據 Katz 的觀點，一個具有概念能力 60%，人際能力 25%，技術能力 15%的管理者，最可能是下

列何者? 
(A)基層主管       (B)中階主管           (C)高階主管            (D)幕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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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何者不為計量管理學派的貢獻： 

(A)以科學的方式分析管理問題             (B)倚賴數學模型解決問題   
(C)強調組織的正式化                     (D)使用電腦協助制訂策略。   

(5)  任務環境是指和組織活動有直接關係的環境因素，其中不包含下列何者： 
(A)政府法規       (B)顧客               (C)競爭者              (D)人力資源市場。 

(6)  下列何者非屬費堯(Fayol)所提的十四項管理原則?  
(A)分工原則       (B)權威原則           (C)動作科學化原則      (D)公平原則。 

(7)  下列何者不是科層組織(bureaucracy)的原則?  
(A)清楚的規章制度 (B)用人唯才，不講人情 (C)專業分工            (D)團隊精神。 

(8)  決策的過程的第一個步驟為何? 
(A)發展方案       (B)確認問題           (C)選擇目標            (D)決定評估的標準。 

(9)  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隱私權，Google 不願將客戶的資料隨意的交給美國司法單位」這句話，可

以看出 Google 在這件事上，是根據以下哪項原則進行的判斷： 
(A)功利主義原則   (B)基本權利原則       (C)公平正義原則        (D)均衡務實原則。 

(10) 一群專家透過一系列問卷而形成共識，並達成一致性的看法，此種預測方法是： 
(A)名義群體技術(nominal group technique)   (B)焦點群體研究(focus group)   
(C)腦力激盪法(brain storming method)       (D)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 

(11) 下列何者非目標管理(MBO)的主要特性?  
(A)參與決策       (B)績效回饋           (C)專業分工            (D)明確目標。 

(12) 企業進行策略規劃時，經常使用「SWOT 分析方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SW 是針對組織內部的分析，OT 是針對外在環境的評估 
(B) SO 是針對組織內部的分析，WT 是針對外在環境的評估 
(C) ST 是針對組織內部的分析，WO 是針對外在環境的評估 
(D) OT 是針對組織內部的分析，SW 是針對外在環境的評估。 

(13) 下列有關 BCG 模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A)是由麥克波特(Porter)發展出來的一種策略規劃工具   
(B)低度成長與低度市佔率的事業單位應採擴大投資策略  
(C)問題兒童事業為一預期市場成長率高但相對市場佔有率低的事業  
(D)金牛事業是一個高度成長市場中的領導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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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國管理大師麥克波特( Porter )所提出的五個影響目標市場長期吸引力的因素，不包括下列何者?  
(A)替代品         (B)互補品             (C)同業的競爭          (D)購買者的議價力量。 

(15) 汽車廣告強調其車子製造品質良好、造型新穎，並以市場上最安全的車種來當訴求，為波特(Porter)
策略分類中之何種策略? 

(A)成本領導       (B)差異化             (C)模組化              (D)集中化。 

(16) 以下何者不是獨特資源的特性?  

(A)價值性         (B)廣泛性             (C)不可模仿性          (D)不可替代性。 

(17) 下列何者不是組織結構近年來之潮流? 

(A)結構扁平化     (B)結構分權化         (C)結構機械化          (D)結構有機化。 

(18) 台灣電力公司總管理處將具有相同專長的工作人員集合在同一部門工作，以達專業分工效果，此

組織劃分依據為： 

(A)功能別         (B)區域別             (C)產品別              (D)顧客別。 

(19) 企業外部環境若變化很小，宜採用： 

(A)機械式組織     (B)有機式組織         (C)虛擬式組織          (D)團隊式組織。 

(20) 在矩陣組織中每一員工會有幾位上司? 

(A)1              (B)2                  (C)3                   (D)4。 
(21) 人們具備____需求，將使他們易接受特別困難之任務： 

(A)成就           (B)權力               (C)安全                (D)歸屬。 
(22) 赫茲伯格(Herzberg)主張的激勵因子類似馬斯洛(Maslow)需求層次理論中的那個需求?  

(A)自我實現需求    (B)生理需求           (C)社會需求            (D)安全需求。 

(23) 如果一位經理說：「若你準時上班，我就不會扣你的工資」，此乃是何種行為的塑造?  
(A)正向增強 positive reinforcement          (B)負向增強 negative reinforcement   
(C)懲罰 punishment                       (D)削弱 extinction。 

(24) 下列關於公平理論之敘述，何者有誤： 
(A)個體非常關心自己努力後的獎酬  
(B)個體也關心別人的獎酬並與之比較 
(C)個體選擇的參考標的始終一致  
(D)員工認為不公平時，辭職可能是選擇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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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某種權力的基礎建立在追隨者願意認同一位有魅力的領導者，領導者被人追隨，是由於追隨者的

信仰。這種形同偶像崇拜的現象，學者稱之為： 
(A)報酬權力       (B)法定權力           (C)專家權力            (D)參照權力。 

(26) 布萊克與摩頓(Blake & Mouton)提出管理方格(Managerial Grid)理論，其橫軸為關心生產與縱軸所涉

及的構面為： 
(A)關心績效       (B)關心能力           (C)關心主管            (D)關心員工。 

(27) 費德勒(Fiedler)的權變論，陳述了一個適當的領導模式應權衡之變數，下列何者不是： 
(A)員工工作能力                         (B)領導者的職位權力  
(C)領導者與部屬的關係                   (D)任務結構化程度。 

(28) 當員工不成熟時(例如工作能力和工作意願皆較差)，領導者應採取什麼行為?  
(A)無為式         (B)指揮式             (C)民主式              (D)參與式。 

(29) 下列何者非控制的程序： 
(A)建立績效標準                         (B)評估競爭者績效  
(C)進行實際績效與績效標準的比較         (D)評價結果並採取正確行動。   

(30) 在餐廳用完餐後，被請求填寫顧客意見調查表，此屬於餐廳的何種控制模式?  

(A)事前控制      (B)事中控制            (C)事後控制            (D)預算控制。 
 
三、申論題 (共計 20 分，請清楚寫明答案於答案卷，並標明各題題號) 

  (1) 何謂經濟人或古典決策模式? 並舉例說明此種模式是否能運用於商業決策。(6 分)  

  (2) 何謂賽門(Simon)所提的行政人決策模式? 並舉例說明此種模式是否能運用於商業決策。(6 分) 

  (3) 試說明扁平型組織(flat organization)與高塔型組織(tall organization)，並比較兩者之優缺點。(8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