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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不屬於「綠色行銷」的做法？ 

減少消耗 反覆使用 回收再用 全面禁用 

2 行銷組合（4P）不包含： 

產品（product） 價格（price） 人員（people） 地點（place） 

3 對於產品供不應求之過飽和狀態下，例如連續假期高速公路車滿為患，我們要採取何種行銷管理？ 

轉變行銷 調和行銷 低行銷 反行銷 

4 下列何者不是「社會行銷觀念」的基本考量？ 

追求企業的利潤 增加政府的稅收 滿足消費者的慾望 增進人類的福祉 

5 行銷觀念是要有效的滿足顧客需要與慾望，整體內容共有四大支柱，不包含下列何者？ 

顧客導向 目標市場 整合行銷 銷售技巧 

6 行銷管理四種哲學演進的過程： 

社會行銷觀念→生產觀念→銷售觀念→行銷觀念 銷售觀念→生產觀念→社會行銷觀念→行銷觀念 

生產觀念→銷售觀念→品質觀念→行銷觀念 生產觀念→銷售觀念→行銷觀念→社會行銷觀念 

7 亨利福特（Henry Ford）的經營哲學是標準化的 T型車，此生產過程著眼於行銷者的內部效能，能夠降低更

多的成本，可使更多的消費者買得起產品，這種經營哲學是指： 

社會行銷觀念 行銷觀念 生產觀念 銷售觀念 

8 下列何項是指將本身不專長或無效率的工作，委託給其他公司去處理，使自己專注在自己的核心專長能力？ 

外包 策略聯盟 利基行銷 縮減 

9 下列何項可能是公司內部一個單位，或某事業部門內的一條產品線，有它自己的目標，可以自己獨立進行

規劃？ 

事業組合  策略事業單位  

 BCG成長率/占有率矩陣 內部創業 

10 消費者購買行為的黑盒子包含兩個部分：一是消費者購買行為的因素；另一則是： 

購買決策過程 行銷刺激反應 環境影響因素 組織購買因素 

11 下列何項的任務在有系統地蒐集及分析有關競爭者和市場上各項發展的公開資訊？ 

內部資料庫 行銷情報 行銷研究 市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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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星巴克於 1999 年，買下了 Hear Music唱片公司並陸續推出許多專供店內播放與販售的合輯。星巴克也開始

嘗試新的餐廳經營模式，像是位於舊金山的 Circadia餐廳。以上敘述指出星巴克正在實行何種的策略？ 

市場滲透 市場開發 產品開發 多角化 

13 人們將資訊解釋成支持自己想法的傾向稱為： 

選擇性扭曲 選擇性注意 個人知覺 選擇性記憶 

14 下列有關「組織市場」的敘述，何者錯誤？ 

購買者較多  購買量較大 

供應商與顧客間的關係較密切 購買者的分布集中 

15 目標行銷的步驟： 

市場區隔→選擇目標市場→市場定位→擬定行銷組合 

選擇目標市場→市場區隔→市場定位→擬定行銷組合 

市場定位→市場區隔→選擇目標市場→擬定行銷組合 

擬定行銷組合→市場區隔→選擇目標市場→市場定位 

16 「生活型態」屬於何種區隔變數？ 

地理變數 人口變數 心理變數 行為變數 

17 豆漿通常在早餐飲用，但如果豆漿公司開始促銷豆漿是在其他時間也都可以喝的清涼飲料時，該公司係使

用下列何者來幫助提升產品銷售量？ 

利益追求 使用時機 使用者地位 使用率 

18 下列何者係要讓產品在目標顧客的心目中占有一獨特的競爭性地位？ 

互動行銷 市場區隔 市場定位 選擇目標市場 

19 廠商選擇「無差異行銷策略」的主要理由： 

 成本的經濟性  滿足不同消費者的需求 

在小市場中追求較高的占有率 在大市場中追求較小的占有率 

20 公司可使用資源的多寡會影響該採取何種市場涵蓋策略。當一個公司的資源有限時，較適合採用： 

差異化行銷 無差異行銷 利基行銷 強勢行銷 

21 新產品採用的過程： 

興趣→知曉→試用→評估→採用 興趣→知曉→評估→試用→採用 

知曉→興趣→試用→評估→採用 知曉→興趣→評估→試用→採用 

22 新產品發展的最後一個步驟： 

商業分析 產品發展 試銷 商品化 

23 在下列新產品採用者的類型中，社區中的「意見領袖」是屬於那一類型？ 

創新者 早期採用者 早期大眾 晚期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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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產品生命週期」的四個階段中，那個階段的銷售額達到最高峰？ 

導入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25 企業處在產品生命週期的下列那一階段時，對於爭取高市場占有率或追求當期高利潤兩者，是相當難以取

捨的問題？ 

導入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26 一家公司所生產或銷售的產品項目的總數，稱之為： 

產品組合廣度 產品組合長度 產品組合深度 產品組合一致性 

27 消費者在選購時，會在品質、價格與式樣方面加以比較以後，再決定購買的產品稱之為： 

未搜尋品 便利品 選購品 特殊品 

28 「便利品」比較適合何種配銷方式？ 

密集式配銷 選擇式配銷 獨家式配銷 混合式配銷 

29 市場競爭結構有四種類型，何種類型的結構最容易使用產品差異與價格競爭？ 

 獨占 寡占 獨占性競爭 完全競爭 

30 下列何者不屬於有效的區隔市場的要件？ 

可衡量性 可接近性 可擴散性 可行動性 

31 下列何者，不是「服務」的特性？ 

無形性 可分割 變異性 不可儲存 

32 由於服務具有下列那一種特性，所以適合採取預約制度和彈性供應制度？ 

無形性 可分割 變異性 不可儲存 

33 在醫療服務過程中，要視病如親，記得他們的特別需要，傾聽他們的意見，這屬於服務品質中的那一個構面？ 

可靠性 反應性 保證性 同理心 

34 台灣高鐵公司依照不同乘車時段，推出「雙色優惠價格」，屬於： 

心理定價 地理定價 差別定價 附件定價 

35 博物館的門票收入可能會對學生、年長者或市民收取較低的入場價格。這種依據不同客戶對相同產品或服

務支付不同價格的收費方式稱為： 

心理定價法 折讓定價法 犧牲定價法 差別定價法 

36 下列何者根據不同顧客所願意支付之最高價格來訂定高價，然後再逐批調降價格，擷取利潤，許多創新產

品會採用此種定價法？ 

市場吸脂訂價法 市場滲透訂價法 威望定價法 目標定價法 

37 下列何者是指服務廠商必須有效地訓練和激勵與顧客接觸的員工，且所有提供支援服務的員工必須團隊合

作，以提升客戶滿意度？ 

善因行銷 內部行銷 外部行銷 高感度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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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當發生服務失誤時，在下列何種情況下廠商可有即時服務補救的機會？ 

顧客自認倒楣 顧客向服務人員抱怨 顧客向親友抱怨 顧客向媒體抱怨 

39 廣告目標是指在特定時間，針對特定對象進行溝通，而廣告目標主要可分為三大類型，分別為： 

告知、說服、提醒廣告  促銷、推廣、溝通廣告 

告知、說服、促銷廣告  說服、推廣、溝通廣告 

40 廣告製作時，在廣告訊息結構的安排考量下，對於目標閱聽者是教育程度高者，適合採用那一種訊息結構

比較有效？ 

理性訴求 感性訴求 單向訴求 雙向訴求 

41 近期市場上，經常使用的型錄行銷、電話行銷及線上行銷是屬於： 

 廣告 促銷 直效行銷 網路行銷 

42 消費品一般分成四類，下列何者錯誤？ 

便利品 奢華品 選購品 未搜尋品 

43 下列關於組織市場的敘述中，何者錯誤？ 

相較於消費者市場，組織市場中的購買者人數較多 

組織需求是衍生需求 

組織市場地理位置較為集中 

組織購買與消費者購買相比，通常是團隊決策，且面臨更複雜的購買決策 

44 當鐵路公司除了在自家的櫃檯售票之外，還同時授權便利商店、郵局等廠商售票，可能導致： 

價格惡性競爭 顧客搭乘意願降低 水平通路衝突 垂直通路衝突 

45 在通路策略裡，有水平和垂直通路整合，請問下列那一個項目為水平通路整合？ 

中國信託的 ATM進駐統一超商 可口可樂授權各地飲料廠裝瓶後賣給零售商 

福特汽車建立自己特許的經銷網絡  IBM除了通路商販賣其電腦，更加入網路銷售 

46 由生產者直接派人對通路商進行推銷，再鼓勵通路商對最終消費者進行新產品介紹或推廣活動，這種溝通

組合稱為： 

推的策略 拉的策略 推拉策略 長鞭策略 

47 在垂直通路整合（垂直行銷系統）系統中，主要區分為下列那三種類型？ 

公司型、傳統型、垂直型 公司型、管理（行政）型、契約型 

契約型、公司型、混合型 混合型、水平型、垂直型 

48 企業在通路管理中，下列何者是指給予配銷商一定限制的數量，而經銷商在他們的配銷區域內有專賣權？ 

集中行銷 獨家式配銷 選擇式配銷 密集式配銷 

49 製造商→批發商→零售商→消費者的行銷通路過程，稱之為： 

一階通路 二階通路 三階通路 四階通路 

50 在一個市場中，有三家製造商、四家零售商進行交易，如果有「中間商」居中協助交易，總交易次數為： 

 3次  4次  7次  1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