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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資訊處理 

科 目：資訊管理概要 

 

一、請說明摩爾定律，梅特卡夫定律及殺手級應用這三者的目的。此外也請針對這三者列舉實務

範例。(2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為網路經濟基本概念題，掌握相關名詞意義即可作答。 

【擬答】：  

摩爾定律(Moore’s Law) 

英特爾(Intel)創辦人 Gordon Moore 預測半導體科技說：「在可預見的未來，每 18 個月，晶片的密

度（也就等同運算能力），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會呈現加倍的情況。」，因此 IT 產品在極快的

速度下變得「更快、更小、更便宜」，造成「電腦的普及運用」、「電腦化無所不在」。 

梅特卡夫定律  (Metcalfe ’s Law) 

此一定律由 3COM 的創辦人之一 Metcalfe 所提出，所指的就是網路的效用會與使用者數目的平方

成正比，只要網路的使用者超過某一個臨界點，其使用價值就會急速提升，而形成良性循環，因為

越有價值就會吸引越多人使用，越多人使用則使用價值越高，而會吸引更多人。此種滾雪球效應會

使網路上的應用產生「大者恆大」的效果，因此在網路上，企業必須儘速越過臨界點，讓此種滾雪

球效應發生。包括 Facebook、Twitter 等社群應用上均有此現象。 

殺手級應用（Killer application） 

是指一個極具價值的電腦程式或服務，其具有較強的吸引力或必要性，而消費者願意為這個程式或

服務購買特定硬體、軟體產品、作業系統產品或服務等。換言之，消費者購買了相關硬體，很可能

只是為了執行這項應用，是故，殺手級應用能有效提高其所執行平台的銷量。例如 Microsoft 

Windows 的 Office 就是屬於殺手級應用，極大的拉抬 Windows 的使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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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電子商務相關業務而言,請用波特的五力分析進行中華郵政在臺灣宅配業之競争力分析。

(2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為競爭力分析應用題，107鐵路四等有類似題，因此掌握五力分析模式來

寫即可拿分。 

【擬答】：  

如下圖所示，波特的五力分析是指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五個競爭力的來源，例如以中華郵

政在臺灣宅配業而言，可由下列面向來看： 
                            潛在進入者 

                                  新進入者的威脅 

             供應商                           購買者 

             的議價         同業競爭者        的議價 

             力量                             力量 

   供應商                 現存公司競爭者                   購買者 

 

                                  替代性產品與勞務的威脅 

 

                             替 代 品 

 
購買者： 

此競爭壓力的來源是指購買本公司產品的顧客，例如對中華郵政而言就是準備購買中華

郵政宅配服務的顧客。利用電子商務，可以讓中華郵政直接接觸各地的最終購買者，打

破時空限制，因此可以讓中華郵政宅配服務擴大顧客來源。 

供應商： 

此競爭壓力的來源是指供應本公司原料、零件的供應商，例如中華郵政的供應商為相關

服務要素的提供者，包括航空公司、車商、維修廠、包材業者。利用電子商務，可以讓

中華郵政擴大相關的供應商，例如可以找出更多的車商、維修廠、包材業者等，如此可

以削弱供應商的議價力量，讓中華郵政獲得額外可能的利潤。 

同業競爭者： 

此競爭壓力的來源是指與本公司生產效用類似且外觀相近產品或服務的同業，例如其他

宅配業者(如統一速達（黑貓宅急便）、台灣宅配通、新竹貨運)為同業競爭者。中華郵

政必須提高效益，降低成本，才能獲得競爭優勢。 

替代品： 

此競爭壓力的來源是指與本公司生產效用類似但外觀完全不同產品或服務的同業，例如

UBER 與中華郵政即互為替代品，UBER 主力雖在飲食外送，但也兼送包裹。利用電子

商務，可以讓中華郵政可以更快的反映市場需求，提供對顧客更有吸引力的服務，因此

可以提供相對於替代品更佳的服務品質，而獲得更大的競爭力。 

潛在進入者： 

此競爭壓力的來源是指即將進入本公司相同市場的競爭者。例如利用電子商務中華郵政

可以發展出更有效的宅配系統，使潛在進入者的進入障礙提高。 

綜上所述，中華郵政可採取的競爭策略包括： 

針對購買者與供應商採取削弱對方議價力量的策略。 

針對同業競爭者與替代品採取提高相對成本/效益策略，提高效益，降低成本，相對於其

他同業或替代品可以提高競爭力。 

針對潛在進入者採用提高進入障礙策略，例如利用電子商務可以發展出更有效的宅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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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使潛在進入者的進入障礙提高。 

 
三、請分别說明下列資訊系統的系統特性及適合那一種系統開發模式(20 分) 

客製化的特殊控制軟體。 

遊戲軟體。 

網頁製作。 

典型的管理資訊系统或 ERP 系統。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為系統開發模式應用題，搭配弱點掃描即可作答。 

【擬答】：  

客製化的特殊控制軟體 

由於系統需求僅有需求方能掌握，且經常無法完整且清楚地描述，適合採用雛形系統法開

發。 

遊戲軟體 

因為使用者需求於開發過程中會不斷變化，且需要隨時因應變化，較適合採用敏捷軟體開

發法。 

網頁製作 

使用者需求無法完整且清楚地描述，有時解決問題之模式或方法無法立即得到，或軟硬體

之技術與支援不確定，因此適合採用雛形系統法開發。 

典型的管理資訊系统或 ERP 系統 

由於此類系統使用者需求可完整且清楚地描述，解決問題之知識（例如模式或方法）可以

得到，軟硬體之技術與支援沒問題，因此適合採用瀑布模式循序開發。 

 

四、請從康德的定然律令(Immanuel Kant's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和功利主義(Utilitarian Principlc)兩

個觀點進行某公司職員 A 行為之道德分析: 

職員 A 用公司資金購買一堆機器人帳號的決定,造成追蹤者和臉書按讚都是偽造的。(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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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為資訊倫理分析題，需要掌握康德的定然律令(Immanuel Kant's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和功利主義始可推論作答。 

【擬答】：  

 Imperative Kant 定然律令(Immanuel Kant’s Categorical) 

是一個倫理判別原則，敘述如果一行動對每一個人去做都是不對的，則任何單一個人都不

該去做。例如如果大家都用機器人帳號偽造追蹤者和臉書按讚，那麼追蹤者和臉書按讚數

就不具意義，故此行為不對，因此職員 A 用公司資金購買一堆機器人帳號的決定是不對

的，也就是此行為違反資訊倫理。 

功利主義原則(Utilitarian Principle) 

是一個倫理判別原則，假設人會將價值排序，也了解不同行動方式的後果，因此會以取得

最大效益為原則。例如職員 A 用公司資金購買一堆機器人帳號的決定如果被抓到，將導致

公司聲譽受損，造成的長期損害將遠超過所獲得的短期利益，因此這個決定是不對的，也

就是此行為違反資訊倫理。 

 

五、從資料庫存取資訊來改善企業績效與決策制定的主要工具及技術為何?(2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為 BI(企業智慧)應用題，應用 BI整合架構即可作答。 

【擬答】：  

本題可以運用 BI 從資料庫存取資訊來改善企業績效與決策制定。根據 BI 定義(林東清)：企

業利用快速、即時、整合的資訊科技，來蒐集、分析、企業外部環境的競爭資訊與內部經營

的重要關鍵指標，來提供即時、多維度的資訊，以支援決策者的判斷，提升企業競爭能力的

一種流程與資訊系統。用於組織、分析並提供接觸資料的管道，以幫助管理者或其他企業使

用者根據情報做出決策。其 IT 整合性架構如下，因此主要工具及技術包括 OLAP、Data 

mining、Data warehouse 等，分述如下： 

 

EIS/Browser/EIP 

決策者 決策者 決策者 

Data Mining OLAP Model 

Bases 

Data Base、Data Warehouse、Data Mart 

內部 

資料 

外部 

資料 

TPS、POS、ERP、

CRM、SCM 

Internet、Extranet 

外部資料庫 
資料來源 

資料儲存 

資料分析 

資料顯現 

 

線上分析處理(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OLAP)為一用以操作儲存在靜態資料倉儲內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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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資源的軟體技術。其可透過快速的、一致的、交談式的界面對同一資料提供各種不同的

呈現方式，供不同層面的使用者如分析師、經理及高階主管等使用，使其具備解析資料反

應出來的資訊的能力。 

資料探勘（Data Mining）就是使用各種統計分析與模式化方法，到資料中尋找有用的特徵

(Patterns)以及關連性(Relationships)。它主要是用來幫助具有需求人員從資料中發掘出各種

假設，但是它並不幫你驗證這些假設，也不幫你判斷這些假設對你的價值。其運作是由資

料庫、資料倉儲或其他資料儲存設備內的大量資料中，找出隱含的、未知的、可能有用的

或是有趣的樣式（pattern）之過程，重要的技術包括：關聯規則（association rules）、分類

（classification）、分群（clustering）等。 

資料倉儲是一個支援管理決策的具有主題導向(Subject-oriented)、整合的(Integrated)、非揮

發(Nonvolatile)、隨時間改變(Time-variant)的資料集合。其運作如下圖，資料倉儲可能的資

料來源有內部的 DB、檔案、自動化系統、OLTP 系統與外部的資訊，在把資料存放於資料

倉儲之前，需要進行萃取、轉換等資料處理動作，而後提供給資料超市與透過中介軟體讓

各種資料應用取用。 

 


